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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企业贫困化区产业投资基金化仿有限公司 
2019年《一次晦时化东大会会议记录

一、会议召开基本佑患

(一） 会议时间： 2019年8月30日15:45至16:45

(二） 会议地点：新世纪日航饭店王层世纪2斤 

(王）会议召开形式：现场会议

(四） 表决方式：书面i己名投票

(五） 会议召集人：么司董事会

(六）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沈领 

(-fc)参会人员：

1. 公司91家股东代表

2. 公司董事：沈翊、刘跃珍、刘会友、沙先华、袁利华、孙 

志洋、鄭小惠；

3. 国投创益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领导班子成员：王维东、 

赵云亮、张万旗、刘云、罗震世

4. 律师：胡晓东、张梅英（化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八）计票人；王晶晶

(九）监票人：李显希（北京天化共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沈领：本次会议应到股东代表103名，实到股东代表91名，代 

表有表决权股仿总数140. 66股，占么司股份总数的91. 48%。会议召 

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会议议程

(一） 审议议案

本次会议共有四项议程，请各位股东代表审议该项议案并进行表 

决。

议窠一；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增加 

注册资本的议案；

议案二；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修正窠》的议案；

议窠兰；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成员的议窠；

议案四；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 
第二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二） 投粟表决

1.请与会股东代表就上述议案进行表决。

股东代表填写表决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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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请计票人、监票人统计、汇总表决情况。

计票人、化票人统计、汇总表决情况。

3. 董事长宣布表决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议窠一和议窠二须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服 
东代表所代表的表决权兰分之二L乂上通过，议窠互和议窠四须经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表所代表的表决权过半数通过。其中，

议案一：同意股份140. 16亿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表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 64%；反对股份0股;弃权股份0. 50亿股。

议案二：同意股份140. 16亿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表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 64%；反对服份0股;弃权股份0. 50亿股。

议窠=!

沈翊：同意股份140. 66么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表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股份0股；弃权股份0股；

卢耀忠：同意股份140.66亿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表所 
持有表决权股餘总数的100%;反对股份0股；弃权股份0股；

刘会友：同意股份140. 66亿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表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殷份0股；弃权股份0服;

卢峰：同意股份140. 66亿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表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股份0化；弃权殷份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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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坤：同意股份140.66亿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殷东代表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股份0敗；弃权股份0股；

邵国勇：同意股份140.66亿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表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股份0股；弃权股份0股；

郝伟；同意股份140. 66亿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表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股份0股；弃权股份0股；

薛丽：同意股份140.66亿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表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股份0股；弃权股份0股；

袁利华：同意股份140.66亿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表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股份0股；弃权股份0股；

孙志洋：同意股份140.66亿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表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股份0股；弃权股份0股；

邻小蔥：同意股份140.66亿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表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股份0股；弃权股份0股；

钱益兵：同意股份140.66亿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表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股份0股；弃权股份0股；

田威；同意股份140. 66亿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表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股份0股；弃权股份0股；

徐颖：同意股份140. 66亿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表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股份0股；弃权股份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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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巧:

郭子斌；同意股份140.66亿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服东代表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股份0股；弃权股份0股；

邵祖敏：同意股份140.66亿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表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股份0股；弃权股份0股；

房小兵：同意股份140.66亿股，古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表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股份0股；弃权股份0服；

刘俊：同意股份140. 66亿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表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股份0股；弃权股份0股；

(兰）作出决议

大会作出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 

增加注册资本的议窠》，同意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按照议案附件《中 
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方窠》向特定对象非 

么开发行股份，发行价格为毎股1. 0282元，发行数量为 

15,579,764,670股，股本溢价肆化羞件欢侣羞拾肆万疚件羞巧染拾 
玫元壹角（¥439,349.379.10)掏计入公司资本公积；公司注册资本 

自壹巧伍拾羞亿染件陆巧壹拾陆万陆件壹值湖拾肆元 
(Y15,376,166,184)增加至臺伯零玫亿伍斤伍巧玫拾羞万零潮估伍 

拾肆元整（Y30,955,930,854)。



b

2.审议通过《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窠》，同意议案所附的《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 

么司第二届董事会成员的议窠》，同意选举沈领、卢耀忠、刘会友、 

卢峰、张建坤、邵国勇、郝伟、薛丽、袁利华、孙志洋、郭小惹、钱 
益兵、田威和徐颖共14名同志为么司第二届董事会成员。

4.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同意选举郭予斌、邵祖敏、房小兵 
和刘俊共4名同志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请各与会董事在会议记录上签字确认。

董事长沈领；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现在我宣布：会议结宋。 

谢谢大家！

(本页(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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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央企业贫西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记录》的签字页）

1

董事（主持人）签名:

2019年8月30日



董事签名：

(本页无正文，为《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记录》的签字页）

刘会友

2019年8月30日



(本页无正文，为《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记录》的签字页）

1

董事签名:

沙先华

2019年8月30日



IG

董事签名：

(本页无正文，为《中央企业贫函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记录》的签字页）

2019年8月30日



(本页无正文，为《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记录》的签字页）

董事签名:

姻L
孙志洋

2019年8月30日



董事签雀；

(本页无正文，为《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记录》的签字页）

郭小蔥

2019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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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签名；

(本页无正文，为《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记录》的签字页）

2019年8月30日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窠》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窠〉的议案》
i/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沈铺

候选人：卢耀忠 \y

候选人：刘会友 v/

候选人：卢峰

候选人：张建坤 v/

，候选人；邵国勇 \/

候选人：郝伟 \/

候选人：薛丽 x/

候选人：袁利华 \y
/

候选人：孙志洋
J

1



5

候选人：鄭小蔥 ^y

候选人：钱益兵
J

候选人：田威 J

候选人：徐颖 J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郭子斌

候选人；邵祖敏

候选人：房小兵

候选人：刘俊 J

注：①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窠同意栏内划

② 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窠反对栏内划V。

③ 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拦内划

④ 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吻句梦為寺因气展'心弓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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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v/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议案》
v/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沈领

候选人：卢耀忠

候选人：刘会友

候选人：卢峰 vy

候选人；张建坤

候选人：邵国勇 v/

候选人：郝伟

候选人：薛丽

候选人：袁利华

候选人：孙志洋 y



候选人；郭小蔥 v/

候选人：钱益兵 \y

候选人：田威 k/

候选人：徐颖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般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郭子斌 \y

候选人：邵祖敏 \y

候选人：房小兵 k/

候选人：刘俊 \y

注：①同意该项议窠，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 

②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窠反对栏内划 

⑨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窠弃权栏巧划^^ 

④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个豕义奔或狐刮_____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14.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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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案》 \J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沈领 \J

候选人：卢耀忠 \y

候选人：刘会友 J

候选人：卢峰 x/

候选人：张建坤 v

候选人：邵国勇

候选人：鄰伟 \J

候选人：薛丽 \J

候选人：袁利华 \/

候选人：孙志洋
1



候选人：鄭小蔥 V

候选人；钱益兵

候选人：田威

候逸人：徐颖 J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郭子斌 J

候选人：邵祖敏

候选人：房小兵 \J

候选人：刘俊 J

注：①罔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

② 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

③ 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窠弃权栏内划

④ 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口?\《欠聲巧為蘇巧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J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窠〉的议案》
v/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沈领 x/

候选人；卢耀忠

候选人：刘会友 s/

候选人：卢峰 v/

候选人：张建坤 w

候选人：郡国勇 J

候选人：郝伟 J

候选人：薛丽 n/

候选人：袁利华 J

候选人：孙志洋
J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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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郭小蔥 v/

候选人：钱益兵 n/

候选人：田威 y

候选人：徐颖 j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郭子斌 x/

候选人：邵祖敏 y

候选人；房小兵 j

候选人：刘俊 j

注：①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

② 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

③ 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划

④ 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齡碱編;碱棘槪例

法定代表人/魏代理人（签字）；切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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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V/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章程修正案〉的议案》
\J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
■ * 4

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沈领 \y

候选人：卢耀忠 sj

候选人：刘会友

候选人：卢峰 v/

候选人；张建坤

候选人：邵国勇

候选人：郝伟 vy

候选人：薛丽

候选人：袁利华

候选人：孙志弹 \y
1



A

候选人：郭小蔥

候选人：钱益兵 \y

候选人：田威

候选人：徐颖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屈

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郭子斌 \y

候选人：邵祖敏 v/

候选人：房小兵 vy

候选人：刘俊

注：①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窠同意栏内划 

②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窠反对栏内划 

⑤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窠弃权栏内划V。 

④表决票涂改无效。

腺东：冲121)^柴《度連巧韦巧么司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m.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窠》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案》 V/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沈领 V/

候选人：卢耀忠 \/

候选人：刘会友 C/

候选人：卢峰 V/

候选人：张建坤 V

候选人：邵国勇 1/

候选人：郝伟 V/

候选人：薛丽 V/

候选人：袁利华 \/

候选人：孙志弹 V

1



連

候选人：鄭小蔥 V

候选人：钱益兵 一

候选人：田威 \y

候选人：徐颖 \/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郭子斌 一

候选人：邵祖敏

候选人：房小兵 \/

候选人：刘俊 y

注：①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 

②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 

⑤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窠弃权栏内划 

④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 扣易中咬建词脅皮以召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軒7?^古勺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A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窠》 1/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案》 [/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沈领 V/

候选人：卢耀忠 \/

候选人：刘会友 V/

候选人：卢峰

候选人；张建坤 \J

候选人：邵国勇 v/

候选人：郝伟

候选人：薛丽

候选人：袁利华 U

候选人：孙志洋 J



候选人：鄭小惠 1/

候选人：钱益兵 1/

候选人：田威

候选人：徐颖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郭子斌

候选人；邵祖敏 J

候选人：房小兵 J

候选人：刘俊 J

注：①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窠同意栏内划V。

② 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

③ 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划

④ 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 本百韦长集进兩睐底司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进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窠》
v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议窠》
\/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沈领 \/

候选人：卢耀忠 \/

候选人：刘会友 一

候选人：卢峰

候选人：张建坤 x/

候选人：邵国勇 \/

候选人：郝伟 \/

候选人：薛丽 \/

候选人：袁利华 V

候选人；孙志洋
7



立1

候选人：鄭小蔥

候选人：钱益兵 \/

候选人：田威 n/

候选人：徐颖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郭子斌 x/

候选人；邵祖敏 x/

候选人：房小兵

候选人：刘俊 x/

注：①同意该项议窠，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 

②反对该项议窠，则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V。

⑤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巧划V。 

④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_______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游文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J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西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议案》
J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沈领 y

候选人；卢耀忠

候选人：刘会友 y

候选人：卢峰

候选人；张建坤 y
候选人：邵国勇 n/

候选人：郝伟 J
候选人：薛丽

候选人：袁利华 y

候选人：孙志洋



候选人；鄭小惠 y

候选人；钱益兵 y

候选人：田威 x/

候选人：徐颖 v/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郭子斌 v/

候选人：邵祖敏 y

候选人：房小兵 y

候选人：刘俊 y

注：①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 

②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窠反对栏内划 

⑤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划^^

④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叶词此從利炊兩恨次司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1知^禾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必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窠》 \/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窠》
x/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沈额

候选人：卢耀忠

候选人：刘会友

候选人：卢峰 1/

候选人：张建坤

候选人：邵国勇

候选人：郝伟 \/

候选人：薛丽 y

候选人：袁利华 x/

候选人：孙志洋 y

1



巧

候选人；郭小蔥

候选人：钱益兵 J
候选人：田威 /

候选人：徐颖 J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郭子斌

候选人：邵祖敏 J
候选人：房小兵 J
候选人：刘俊

/

注：①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拦内划V。

② 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巧划

③ 对该项议窠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划^/。

④ 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个為吨知

法定代表人/委拒代理人（签字）: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V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议案》
7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沈领 •n/

候选人；卢耀忠 \/

候选人：刘会友 V
候选人：卢峰 n/

候选人：张建坤 V

候选人：邵国勇 \/

候选人：郝伟 V

候选人：薛丽 V
候选人；袁利华

候选人：孙志弹 V
1



妾

候选人：鄭小蔥

候选人；钱益兵 V

候选人：田威

候选人：徐颖 V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郭子斌 V

候选人；邵祖敏 V

候选人：房小兵 V

候选人：刘俊 nI

注：①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巧划

② 反对该项议窠，则在该项议窠反对栏内划

③ 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窠弃权栏内划

④ 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 韻豕你舞來屬斗跨公马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累

)1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议案》
\/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沈领

候选人：卢耀忠 v/

候选人：刘会友

候选人：卢峰 \J

候选人：张建坤 J

.候选人：邵国勇 \J

候选人：郝伟 sJ

候选人：薛丽 J

候选人：袁利华 J

候选人：孙志洋 \J

1



候选人：郭小蔥

候选人：钱益兵 sJ

候选人：田威 ^J

候选人：徐颖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郭子斌 \J

候选人：邵祖敏

候选人：房小兵

候选人：刘俊
y

注：①同意该项议窠，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 

②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V。

⑤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划^/。 

④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抑刚葦錄刪判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寺坪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魂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V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议案》
V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沈铺

候选人：卢耀忠 M

候选人：刘会友 \J

候选人：卢峰 \/

候选人：张建坤

候选人：邵国勇 \l

候选人：郝伟 \l

候选人：薛丽 \J

候选人：袁利华

候选人；孙志洋 \J

1



刮

候选人：鄭小蔥 \/

候选人：钱益兵 \J

候选人：田威 \/

候选人：徐颖 1/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郭子斌 \/

候造人：邵祖敏 \/

候选人：房小兵 V

候选人：刘俊 1/

注：①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

② 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窠反对栏内划

③ 对该项议窠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划

④ 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柿嫌啼每爾疏詞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M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ho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窠》
J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章程修正窠> 的议窠》

/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沈领 v/

候选人：卢耀忠 J
/

候选人：刘会友
x/

候选人：卢峰 J
/

候选人：张建坤 J
候选人：邵国勇

候选人：郝伟 J
候选人：薛丽 J

/

候选人：袁利华 /
候选人：孙志洋
1



候选人：鄭小蔥 v/
/

候选人；钱益兵

候选人：田威 x/
候选人：徐颖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郭子斌 xJ/

候选人：邵祖敏 J
候选人：房小兵 J
候选人：刘俊 J

注：①同意该项议窠，则在该项议窠同意栏内划^^

② 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窠反对栏内划

③ 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划^^

④ 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汾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窠》 J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议案》 y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 y

董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沈领

候选人：卢耀忠 ^y

候选人：刘会友 x/

候选人：卢峰 j

候选人：张建坤 j

候选人：邵国勇 J

候选人：郝伟 J

候选人：薛丽 J

候选人：袁利华 J

候选人：孙志洋 J



候选人；鄭小蔥 sj

候选人；钱益兵 J

候选人：田威 J

候选人：徐颖 y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郭子斌

候选人；邵祖敏 j

候选人：房小兵 j

候选人：刘俊 sJ

注：①同意该项议窠，则在该项议窠同意栏内划

② 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

③ 对该项议窠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划

④ 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幸车楚本检股為限么弓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叫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窠》
V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窠〉的议案》
V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沈领 \/

候选人：卢耀忠

候选人：刘会友 v/
候选人：卢峰 \/

候选人：张建坤

候选人：邵国勇

候选人：郝伟 ^/

候选人：薛丽 \/

候选人：袁利华 \/

候选人；孙志洋
x/

1



语

候选人：鄭小葱

候选人：钱益兵 \/

候选人：田威

候选人：徐颖 \f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郭子斌

候选人：邵祖敏 \f

候选人：房小兵

候选人：刘俊 x/

注：①同意该项议窠，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

② 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窠反对栏内划

③ 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窠弃权栏内划>/。

④ 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曲寺法成种食棘倩令诉/却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或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x/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章程修正窠〉的议案》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沈领 \J

候选人：卢耀忠 \/

候选人：刘会友 v/

候选人：卢峰 J

候选人：张建坤

候选人：邵国勇 v/

候选人：郝伟 \/

候选人：薛丽

候选人：袁利华 /

候选人：孙志洋
1



候选人：鄭小蔥 V

候选人：钱益兵 \/

候选人：田威 v/

候选人：徐颖 \/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郭子斌 V
候选人：邵祖敏

候选人：房小兵 \J

候选人：刘俊 \J
注：①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

② 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

③ 对该项议窠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划

④ 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i4石饼巧巧細拳0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咕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 
2019年第一次晦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sj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议案》
J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0 .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沈朝

候选人：卢耀忠 sj

候选人：刘会友 J

候选人：卢峰 J

’候选人：张建坤 J

候选人；邵国勇 J

候选人：郝伟 J

候选人：薛丽 J

候选人：袁利华 J
候选人：孙志洋 J
1



候选人：郭小葱

候选人：钱益兵 J

候选人：田威 J

候选人：徐颖 J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郭子斌 J

候选人：邵祖敏 J

候选人：房小兵 J

候选人：刘俊 \/

注：①同意该项议窠，则在该项议窠同意栏内划 

②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 

⑤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划 

④表决票涂改无效。

2



3d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章程修正案〉的议窠》 \/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

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沈领 1/

候选人：卢耀忠 \/

候选人：刘会友 1/

候选人：卢峰 1/

候选人：张建坤 \/

候选人：邵国勇 /

候选人：郝伟 y

候选人：薛丽

候选人：袁利华 \/

候选人：孙志洋
1



句

候选人：鄭小惹

候选人：钱益兵 V-

候选人：田威

候选人：徐颖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郭子斌 \/^

候选人：邵祖敏

候选人：房小兵

候选人：刘俊 1/

注：①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

② 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V。

③ 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窠弃权栏内划

④ 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 :十画為若冲iUt键騰从含 1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位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窠》 v/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窠〉的议案》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沈领

候选人：卢耀忠 y
候选人：刘会友 y
候选人：卢峰 y
候选人；张建坤 y
候选人：邵国勇 j
候选人：郝伟 y
候选人：薛丽 j
候选人：袁利华 j
候选人：孙志洋 J
1



巧

候选人；鄭小蔥

候选人：钱益兵

候选人：田威

候选人：徐颖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郭子斌

候选人：邵祖敏

候选人：房小兵
y'

候选人：刘俊
y

注：①同意该项议窠，则在该项议窠同意栏内划V。

② 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V。

③ 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划^^

④ 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 I-之句^三丰才义'斗，為瓜9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外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晦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议案》
y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沈领

候选人：卢耀忠 n/

候选人：刘会友 n/

候选人：卢峰 /

候选人：张建坤 v/
候选人：邵国勇 y

候选人：郝伟

候选人：薛丽 y

候选人：袁利华

候选人：孙志洋
x/

1



候选人：邻小惠

候选人：钱益兵 \/

候选人：田威 v/

候选人：徐颖 y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郭子斌 x/

候选人；邵祖敏 x/

候选人：房小兵 V

候选人：刘俊
y

注：①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 

感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

③ 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窠弃权栏内划

④ 表决票涂改无效。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巧)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累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2
审议《关于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议案》
kJ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沈领

候选人：卢耀忠 \J

候选人：刘会友 \J

候选人：卢峰 \J

候选人：张建坤 \J

候选人：邵国勇 \J

候选人：郝伟 \y

候选人：薛丽

候选人：袁利华 v/

候选人：孙志洋 v/

1



句

候选人：鄭小惹

候选人：钱益兵

候选人：田威 \J

候选人：徐颖 \J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郭子斌 J

候选人：邵祖敏 \J

候选人：房小兵 \J

候选人：刘俊 kJ

注：①同意该项议窠，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巧划

② 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

③ 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划^/。

④ 表决票涂改无效。

胁东:寺華^乏W每獨顏心V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答字);\义衫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中夹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洁册资本的议窠》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章程修正案〉的议案义 \J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沈铺 \/

候选人：卢耀忠 \f

候选人：刘会友 v/

候选人：卢峰

候选人：张建坤 \!

候选人：邵国勇 v/

候选人：郝伟

候选人:薛丽 \I
候选人：袁利华

候选人：孙志洋 \l



巧

候选人：鄭小蔥 V/

候选人：钱益兵

候选人：田威 \J

候选人：徐颖 \J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郭子斌 V

候选人：邵祖敏

候选人：房小兵 \J

候选人：刘俊 v

注：①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 

②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V。 

⑨对该项议窠弃权，则在该项议窠弃权栏内划 

④表决累涂改无效。

股东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so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窠》 v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章程修正窠〉的议案》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沈领

候选人：卢耀忠

候选人：刘会友

候选人：卢峰 vX

候选人：张建坤

候选人：邵国勇

候选人：郝伟 vX

候选人：薛丽

候选人：袁利华 v/

候选人：孙志洋
1



6)

候选人：鄭小蔥

候选人：钱益兵

候选人：田威 \/

候选人：徐颖 V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郭子斌

候选人；邵祖敏

候选人：房小兵 \/

候选人：刘俊 n/
注：①罔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

② 反对该项议窠，则在该项议窠反对栏内划

③ 对该项议窠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划^/。

④ 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中请切呵种後啼長么3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fJ4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窠》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案》
v/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沈领 \/

候选人：卢耀忠 v/

候选人：刘会友 v/

候选人：卢峰 J

候选人：张建坤 x/

候选人：邵国勇 v/

候选人：郝伟 v/

候选人：薛丽 v/

候选人：袁利华

候选人：孙志洋
y



谷3

候选人；鄭小惹

候选人；钱益兵 x/

候选人：田威

候选人：徐颖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郭子斌

候选人：邵祖敏 v/

候选人：房小兵 J
候选人：刘俊 J

注：①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 

②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巧划V。 

⑤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划V。 

④表决票涂改无效。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64*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窠》 1/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章程修正案〉的议案》 \/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沈领

候选人：卢耀忠 1/

候选人：刘会友 \/

候选人：卢峰 V/

候选人：张建坤 V/

候选人；邵国勇 \/

候选人：郝伟 \/

候选人：薛丽 1/

候选人：袁利华 \/

候选人：孙志洋



馆

候选人；鄭小蔥

候选人；钱益兵 1/

候选人：田威 V/

候选人：徐颖 1/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郭子斌

候选人：邵祖敏 \/

候选人：房小兵 v

候选人：刘俊 V/

注：①罔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

② 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

③ 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划

④ 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东脱轉碍啼良叫______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kh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案》 \J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沈领 V

候选人；卢耀忠 \f

候选人：刘会友 y

候选人：卢峰 v/

候选人：张建坤 v

候选人：邵国勇 V/

候选人：郝伟

候选人：薛丽 \/

候选人：袁利华

候选人：孙志洋 V
1



候选人；邻小蔥

候选人；钱益兵 \/

候选人：田威 \J
候选人：徐颖 \J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郭子斌 \J

候选人；邵祖敏 v/

候选人；房小兵

候选人：刘俊

注：①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V。 

②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窠反对栏内划V。 

⑤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划 

④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按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v/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章程修正窠〉的议案》 \/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沈领 \/

候选人：卢耀忠

候选人：刘会友 y

候选人：卢峰 y

候选人：张建坤 y

候选人：邵国勇 x/

候选人：郝伟
y

候选人：薛丽 j

候选人：袁利华 j

候选人：孙志洋
J



候选人：鄭小蔥 v/

候选人：钱益兵

候选人：田威 v/

候选人：徐颖 v/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郭子斌 y

候选人：邵祖敏 J

候选人：房小兵 v/

候选人：刘俊 x/

注：①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 

②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窠反对栏内划 

⑤对该项议窠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划 

④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牛I抑节!.皆如咖取約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lo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xX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议案》
vX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
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沈领 v/

候选人：卢耀忠 iX

候选人：刘会友 1/

候选人：卢峰 v/

候选人：张建坤 v/

候选人；邵国勇 iX

候选人：鄰伟 i/

候选人：薛丽 V/

候选人：袁利华 1/

候选人：孙志洋 v/

1



候选人：鄭小惹

候选人：钱益兵 xX

候选人：田威

候选人：徐颖 v/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郭子斌 v/

候选人：邵祖敏 v/

候选人：房小兵 v/

候选人：刘俊

注：①同意该项议窠，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

② 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窠反对栏内划V。

③ 对该项议窠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划

④ 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中闽术^通巧词可破《詞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IX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窠》
v/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章程修正窠〉的议案》 \/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沈令巧 V

候选人：卢耀忠 \/

候选人：刘会友 \J

候选人：卢峰 \y

候选人；张建坤 V/

候选人：邵国勇 1/

候选人：郝伟 \/

候选人：薛丽 \/

候选人：袁利华 V

候选人：孙志洋 V
1



巧

候选人；鄭小蔥 V/

候选人：钱益兵 V/

候选人：田威 V/

候选人：徐颖 n/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郭子斌 \/

候选人：邵祖敏 v/

候选人：房小兵 v/

候选人：刘俊 n/

注：①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V。

② 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窠反对栏内划

③ 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划

④ 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 中因也侵赛因巧從々3_______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准辟^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V/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议案》 V/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沈领 1/

候选人：卢耀忠 1/

候选人：刘会友 \J
候选人：卢峰 v/

候选人：张建坤

候选人：邵国勇 \/

候选人：郝伟 V

候选人：薛丽 V

候选人：袁利华

候选人：孙志洋



候选人：鄭小蔥 v

候选人：钱益兵 \/

候选人：田威

候选人：徐颖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郭子斌 V

候选人：邵祖敏 V

候选人：房小兵

候选人：刘俊 sj

注：①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窠同意栏内划^/。

② 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窠反对栏内划

③ 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划V。

④ 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啤@夺令邸^達待每S斩長叫
法定代表人/魏代理人（签字）；化刮巧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lb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窠〉的议案》
/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沈领 v/

候选人：卢耀忠 y
候选人：刘会友 y
候选人：卢峰 /
候选人：张建坤

候选人：邵国勇 \/

候选人：郝伟 \/

候选人：薛丽 y
候选人；袁利华 y/

候选人：孙志洋 y
1



候选人：鄭小蔥
/

候选人：钱益兵

候选人：田威 J
候选人：徐颖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郭子斌 J
候选人：邵祖敏 J
候选人：房小兵 v/

候选人：刘俊 7

注：①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窠同意栏内划^^

② 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窠反对栏内划

③ 对该项议窠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划V。

④ 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本、马崎也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巧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章程修正案〉的议窠》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沈领

候选人：卢耀忠

候选人：刘会友 y

候选人：卢峰 y

候选人：张建坤 /

候选人：邵国勇 y
候选人：郝伟 \/

候选人：薛丽 y

候选人：袁利华
/

候选人；孙志洋



候选人：鄭小蔥 n/

候选人：钱益兵
y

候选人：田威 y

候选人：徐颖
j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郭子斌 \/

候选人；邵祖敏
y

候选人：房小兵 y.

候选人：刘俊
v/

注：①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窠同意栏内划V。

② 反对该项议窠，则在该项议窠反对栏内划V。

③ 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窠弃权栏内划

④ 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匈赛举爲务雌么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8o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狠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等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议案》
V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沈领 \/

候选人；卢耀忠 \J

候选人：刘会友 \1
候选人：卢峰 \/

候选人：张建坤 V

候选人；邵国勇 V
候选人：郝伟 V

候选人：薛丽 V
候选人：袁利华 V
候选人：孙志洋 V
1



别

候选人：鄭小蔥 V
候选人：钱盎兵

候选人：田威 \1

候选人：徐颖 V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郭子斌

候选人：邵祖敏 V
候选人：房小兵

候选人：刘俊 V

注：①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窠同意栏内划

② 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

③ 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划

④ 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 十睐义風讀取饲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音P年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也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窠》

y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章程修正窠〉的议案》
n/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沈领

候选人：卢耀忠 V

候选人：刘会友 V

候选人：卢峰 v/

候选人：张建坤 y

候选人：邵国勇 V

候选人：郝伟 V

候选人：薛丽

候选人：袁利华

候选人：孙志洋 s/
1



挺
候选人：鄭小惹 y

候选人；钱益兵 n/

候选人：田威 n/

候选人：徐颖 v/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郭子斌 n/

候选人：邵祖敏 n/

候造人：房小兵 n/

候选人：刘俊 v/

注：①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

② 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

③ 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划^/。

④ 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
叫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案》
\/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沈领 \/

候选人：卢耀忠

候选人：刘会友 \J

候选人：卢峰 \/

候选人；张建坤 \/

候选人：邵国勇 \/

候选人：郝伟 \J
候选人：薛丽 \J

候选人：袁利华 \J

候选人：孙志洋
7

1



候选人；鄭小惠 x/

候选人：钱益兵 J

候选人：田威

候选人：徐颖 1/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郭子斌 )/

候逸人：邵祖敏 V

候选人：房小兵 1/

候选人：刘俊 ^/

注：①同意该项议窠，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

② 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V。

③ 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划V。

④ 表决票涂改无效。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V/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章程修正案〉的议案》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沈领

候选人：卢耀忠

候选人：刘会友 \J

候选人：卢峰

候选人：张建坤 J

候选人：邵国勇 \j

候选人：郝伟

候选人：薛丽 \j

候选人；袁利华 \j

候选人：孙志洋 \J
1



候选人：鄭小蔥

候选人；钱益兵 V/

候选人；田威 ^y

候选人：徐颖 x/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郭子斌 V/

候选人：邵祖敏

候选人：房小兵 v/

候选人：刘俊 v/

注：①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 

②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 

⑤对该项议窠弃权，则在该项议窠弃权栏内划V。 

④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嫂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议案》
/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沈令羽 n/

候选人：卢耀忠 v/

候选人：刘会友

候选人：卢峰

候选人：张建坤 /

候选人：邵国勇 n/

候选人：郝伟 v/

候选人：薛丽

候选人：袁利华 y

候选人：孙志洋
1



巧

候选人：鄭小蔥 V

候选人：钱益兵 n/

候选人：田威 n/

候选人：徐颖 n/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郭子斌 s/

候选人：邵祖敏 n/

候选人；房小兵 /

候选人：刘俊 n/

注：①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 

②反对该项议窠，则在该项议窠反对拦内划^^ 

⑤对该项议窠弃权，则在该项议窠弃权栏内划 

④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
:辦爭朵娜腑雜叫

.•、汹4

法定代表人/委巧代理人（签字）: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lo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V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窠〉的议窠》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沈领 \J
候选人：卢耀忠 M
候选人：刘会友 \/

候选人：卢峰

候选人：张建坤 i

候选人；邵国勇 4

候选人：郝伟 V

候选人：薛丽 V

候选人：袁利华

候选人：孙志洋 \J
1



3、

I

候选人；郭小惠 V

候选人：钱益兵 V

候选人：田威 \J

候选人：徐颖 \J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郭子斌 \l

候选人：邵祖敏 \J

候选人：房小兵 \J

候选人：刘俊

注：①同意该项议窠，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V。

② 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

③ 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窠弃权栏内划

④ 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 如V入從、4 <1备fc啼取V刮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也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议案》
v/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沈领

候选人；卢耀忠 v/

候选人：刘会友

候选人：卢峰

候选人：张讓坤 v/

候选人：邵国勇 v/

候选人：鄰伟

候选人：薛丽

候选人：袁利华

候选人；孙志洋
/



巧

候选人：鄭小蔥

候选人：钱益兵

候选人：田威 v/

候选人：徐颖 J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郭子斌 v/
候选人；邵祖敏 J

候选人：房小兵 \J

候选人：刘俊 J

注：①同意该项议窠，则在该项议窠同意栏内划

② 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V。

③ 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划V。

④ 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 中萄命《科^义1a病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窠》
v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议案》
\/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沈领

候选人：卢耀忠

候选人：刘会友

候选人：卢峰 1/

候选人：张建坤 u

候选人：邵国勇 V/

候选人：郝伟 V

候选人：薛丽 V

候选人：袁利华 1/

候选人：孙志洋 \J

1



巧

候选人：鄭小蔥 \/

候选人：钱益兵 V/

候选人：田威

候选人：徐颖 1/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郭子斌 v/

候选人；邵祖敏

候选人：房小兵

候选人：刘俊 \J

注：①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窠同意栏内划

② 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窠反对栏内划

③ 对该项议窠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划

④ 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中風斯令：L 孚刊巧f良&气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v/

/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议案》
J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沈领 J
候选人：卢耀忠 J
候选人：刘会友 J

1

候选人：卢峰 J
候选人：张建坤 v/

.候选人：邵国勇 J
候选人：郝伟 J
候选人：薛丽 J
候选人：袁利华 J

候选人：孙志洋 J
1



候选人：郭小蔥

候选人：钱益兵 \j

候选人：田威

候选人：徐颖 J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郭子斌 J

候选人；邵祖敏 J

候选人：房小兵 J

候选人：刘俊 J
注：①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V。 

②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 

⑨对该项议窠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划 

④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

法定代表人/純代理人（签於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窠》
1/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议案》
1/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沈领

候选人：卢耀忠 1/

候选人：刘会友 1/

候选人：卢峰 L/

候选人：张建坤 \J

候选人：邵国勇 \J

候选人：郝伟 \J

候选人：薛丽 \l

候选人：袁利华 \l
/

候选人：孙志洋
1



f)

候选人：鄭小葱 V/

候选人：钱益兵 1/

候选人：田威

候选人：徐颖 sJ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郭子斌
V

候选人：邵祖敏 \1

候选人：房小兵 si

候选人：刘俊
J

注：①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窠同意栏内划 

②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V。 

⑤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窠弃权栏内划 

④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个可HaI 為f良A•乃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吝命取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k)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窠》
\/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窠〉的议案》
V/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巧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沈领

候选人：卢耀忠 V

候选人：刘会友 V

候选人：卢峰 V

候选人：张建坤 M

候选人：邵国勇 n/

候选人：郝伟 v

候选人：薛丽 V

候选人：袁利华 v

候选人：孙志洋
v/

1



/o)

候选人：鄭小蔥

候选人：钱益兵 t/
候选人：田威 1/

候选人：徐颖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郭子斌 1/

候选人：邵祖敏 u
候选人：房小兵 1/

候选人：刘俊 V
注：①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窠同意栏内划厶

② 反对该项议窠，则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V。

③ 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划V。

④ 表决累涂改无效。

肢东：J離潘处翻再积句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记:L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议窠》 \J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眼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沈领 V/

候选人：卢耀忠 y

候选人：刘会友 1/

候选人：卢峰

候选人：张建坤 \j

候逸人：邵国勇 \y

候选人：郝伟 \j

候选人：薛丽 \/

候选人：袁利华 \J

候选人：孙志洋 \j

1



岭
候选人；鄭小惹 V/
候选人：钱益兵

候选人：田威 1/

候选人：徐颖 1/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郭子斌

候选人：邵祖敏
\J

候选人：房小兵
\1

候选人：刘俊
\J

注：①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

② 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窠反对栏内划

③ 对该项议窠弃权，则在该项议窠弃权栏内划V。

④ 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私V抑每傳偽/巧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y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章程修正案〉的议窠》
V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沈领

候选人；卢耀忠 V

候选人：刘会友 V
候选人：卢峰 V
候选人：张建坤

候选人：邵国勇 \f

候选人：郝伟 V

候选人：薛丽 \/

候选人：袁利华 V

候选人：孙志洋 V
1



I巧
候选人：郭小蔥 \r

候选人；钱益兵 \/

候选人：田威 v

候选人：徐颖 V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郭子斌 V

候选人：邵祖敏 \/

候选人：房小兵 \/

候选人：刘俊 \/

注：①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

② 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窠反对栏内划

③ 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窠弃权栏内划

④ 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轉矜料沒缔私7。作叫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牛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lob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议案》
/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沈领

候选人：卢耀忠 y

候选人：刘会友 J

候选人：卢峰 J
候选人：张建坤 j

候选人：邵国勇 y

候选人：郝伟 y

候选人：薛丽 J

候选人：袁利华 n/

候选人：孙志洋 y



田1
候选人：鄭小蔥

候选人：钱益兵 x/
候选人：田威 J
候选人：徐颖 x/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餘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郭子斌

候选人；邵祖敏 \J
候选人：房小兵 J
候选人：刘俊 J

注：①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窠同意栏内划V。 

②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 

⑤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窠弃权栏内划 

④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瓜吗布Ma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08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V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案》 V/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沈领

候选人：卢耀忠 \J

候选人：刘会友 \/

候选人：卢峰

候选人：张建坤 V

候选人：邵国勇 V

候选人：郝伟 V

候选人：薛丽 \/

候选人；袁利华 V/

候选人：孙志洋 \/

1



，口1
候选人：鄭小葱 V

候选人：钱益兵

候选人：田威 V

候选人：徐颖 V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郭子斌 V

候选人：邵祖敏 V

候选人；房小兵 V

候选人：刘俊
7

注：①同意该项议窠，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

② 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窠反对栏内划V。

③ 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窠弃权栓内划

④ 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啼巧斬句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 (签字）;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议案》

/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沈领 n/

候选人；卢耀忠 y

候选人：刘会友 y

候选人：卢峰 y

候选人：张建坤 j

候选人：邵国勇 si

候选人：郝伟
y

候选人：薛丽 sj

候选人：袁利华 v/

候选人：孙志洋 /

1



叫

候选人；鄭小蔥 V

候选人：钱益兵 sj

候选人：田威

候选人：徐颖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郭子斌 J

候选人：邵祖敏 J

候选人；房小兵 s/

候选人：刘俊
J

注：①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

② 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

③ 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窠弃权栏巧划V。

④ 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y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窠〉的议窠》
y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货有限公司第二届,
>

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沈领

候选人：卢耀忠 /

候选人：刘会友 n/

候选人：卢峰 y

候选人：张建坤

候选人；邵国勇 y

候选人：郝伟 v/

候选人：薛丽 sj

候选人：袁利华 V

候选人：孙志洋 y
1



|、文
候选人；鄭小蔥

候选人：钱益兵 y

候选人：田威 v/
候选人：徐颖 y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郭子斌

候选人：邵祖敏 y
候选人：房小兵 x/
候选人：刘俊

V

注：①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

② 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窠反对栏内划V。

③ 对该项议窠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划^^

④ 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牛歡為搞•}綠聞為胶么弓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I\l^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y

2
审议《关于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议案》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西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屈

董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沈领 J

候选人：卢耀忠 J

候选人：刘会友 J

候选人：卢峰
y

候选人：张建坤 y

候选人：邵国勇 J
候选人：鄰伟 J

候选人：薛丽 J
候选人：袁利华 J /

候选人；孙志洋 J
1



I复

候选人：鄭小蔥 y
候选人：钱盎兵

/

候选人：田威 y
/

候选人：徐颖
J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郭子斌 J

候选人：邵祖敏 J
候选人：房小兵

/

候选人：刘俊 J
注：①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 

②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窠反对栏内划^^ 

⑤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划 

④表决票涂改无效。



、、fe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V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议案》 V
/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沈领

候选人：卢耀忠 IX

候选人：刘会友 V/

候选人：卢峰 1/

候选人：张建坤 \/

候选人：邵国勇 x/

候选人：郝伟 1/*

候选人：薛丽 V

候选人：袁利华 /

候选人：孙志洋 si



候选人：鄭小蔥

候选人：钱益兵

候选人：田威

候选人：徐颖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郭子斌 \X

候选人；邵祖敏 v/

候选人；房小兵 \/

候选人：刘俊 /
注：①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

② 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V。

③ 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窠弃权栏内划

④ 表决票涂改无效。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服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J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窠〉的议案》
l/

3

A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沈匆 1/

候选人：卢耀忠 1/

候选人：刘会友 1/

候选人：卢峰 t/

候选人：张建坤 (/

候选人：邵国勇 vy

候选人：郝伟 1/

候选人：薛丽 1/

候选人：袁利华 \J

候选人：孙志洋 \J

1



，1

候选人：鄭小蔥 1/

候选人；钱益兵 L/

候选人：田威

候选人：徐颖 \y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郭子斌 \y

候选人：邵祖敏 \y

候选人：房小兵 J

候选人：刘俊

注：①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V。

② 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

③ 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划

④ 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抑喊痛喻到________

法定代表人/委巧代理人（签字）；^占输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章程修正案〉的议窠》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沈领

候选人：卢耀忠 V/
候选人：刘会友

候选人：卢峰 1/

候选人：张建坤

候选人：邵国勇

候选人：郝伟

候选人：薛丽 ex

候选人：袁利华 v/

候选人：孙志洋 v/

1



哈1

候选人：鄭小惠

候选人：钱益兵 一

候选人：田威

候选人：徐颖 V/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郭子斌

候选人：邵祖敏

候选人：房小兵

候选人：刘俊

注：①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

② 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

③ 对该项议窠弃权，则在该项议窠弃权栏内划V。

④ 表决票涂改无效。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么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y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章程修正案〉的议案》 V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资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沈铺 V
候选人：卢耀忠 V
候选人：刘会友

候选人：卢峰 V
候选人：张建坤 V
候选人：邵国勇 V
候选人：郝伟 V
候选人：薛丽 V
候选人：袁利华 V
候选人：孙志洋 V
1



巧

候选人；鄭小葱 V

候选人：钱益兵 V

候选人：田威 v

候选人：徐颖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郭子斌 4

候选人：邵祖敏

候选人：房小兵 v/

候选人：刘俊 x/

注：①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 

②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 

⑤对该项议窠弃权，则在该项议窠弃权栏内划 

④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辟命爲集通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r~y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y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议窠》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 • *
董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沈铺

候选人：卢耀忠 J

候选人：刘会友 •J

候选人：卢峰 J

候选人：张建坤 J

候选人：邵国勇 J

候选人：郝伟 \/

候选人：薛丽 J

候选人：袁利华 n/
候选人；孙志洋
1



、廷
候选人：鄭小惠 ^/

候选人：钱益兵 J

候选人：田威 J

候选人：徐颖 V/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郭子斌 J

候选人：邵祖敏

候选人：房小兵 y

候选人：刘俊 J

注：①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窠同意栏内划V。

② 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窠反对栏内划

③ 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窠弃权栏巧划V。

④ 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武父*f ^^斜寒爲备殘形么句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I处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窠》
\/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窠> 的议窠》
v/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沈领

候选人：卢耀忠

候选人：刘会友 y
候选人：卢峰

候选人：张建坤 V
候选人：邵国勇 v/

候选人：郝伟 /
候选人：薛丽 /
候选人：袁利华

/

候选人；孙志洋
1



任 1

候选人：鄭小蔥

候选人：钱益兵

候选人：田威 V
候选人：徐颖 x/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郭子斌 /
候选人；邵祖敏

\/

候选人：房小兵

候选人：刘俊 y
注：①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 

②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V。 

⑤对该项议窠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巧划 

④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凉采腑飾娘巧I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议案》 J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沈领 /

候选人：卢耀忠 J

候选人：刘会友

候选人：卢峰 J

候选人：张建坤 J

候选人；邵国勇 J

候选人：鄰伟 J

候选人：薛丽 J

候选人：袁利华 J

候选人：孙志洋 J



叫

候选人：鄭小蔥 /
候选人；钱益兵 /
候选人：田威 y

候选人：徐颖 y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郭子斌 /

候选人：邵祖敏 y

候选人：房小兵 /

候选人：刘俊 J
注：①同意该项议窠，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

② 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V。

③ 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划•v。

④ 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 守爵錦伽令取例

法定代表人/委巧代理人（签字）: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I斯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V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议案》

\/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沈领 V

候选人：卢耀忠 \/

候选人：刘会友

候选人：卢峰 x/

候选人：张建坤 V

候选人：邵国勇 V

候选人：郝伟 V

候选人：薛丽
/

候选人：袁利华 v/

候选人：孙志洋
y

1



131

候选人；鄭小蔥 \/

候选人：钱益兵 \/

候选人：田威 J

候选人：徐颖 \J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郭子斌 x/

候选人：邵祖敏 v/

候选人；房小兵

候选人：刘俊
x/

注：①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窠同意栏内划 

②反对该项议窠，则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 

⑤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划 

④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 啤讀每舞巧獅飾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技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累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増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y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窠》
y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属

董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沈领

候选人：卢耀忠

候选人：刘会友 \/

候选人：卢峰 sJ

候选人：张建坤 J

候选人：邵国勇

候选人：郝伟 v/

候选人：薛丽 n/

候选人：袁利华 n/

候选人：孙志弹
y

1



巧

候选人：郭小葱 \/

候选人；钱益兵 V/

候选人：田威 \/

候选人：徐颖 \/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郭子斌 \/

候选人：邵祖敏 sj

候选人：房小兵. \y

候选人：刘俊 v/

注：①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巧划V。

感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

③ 对该项议窠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划^^

④ 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间娘蘇吏游L心胡為阪i司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化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2lj-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议窠》
V"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沈领 /

候选人：卢耀忠 1/

候选人：刘会友 /

候选人：卢峰 1/

候选人：张建坤 /

候逸人：邵国勇

候选人：郝伟

候选人：薛丽
/

候选人：袁利华
/

候选人：孙志洋
/



候选人：鄭小惠

候选人：钱益兵 /

候选人：田威 v/

候选人：徐颖 /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郭子斌 1/

候选人：邵祖敏
/

候选人：房小兵
/

候选人：刘俊
/

注：①同意该项议窠，则在该项议窠罔意栏内划

② 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V。

③ 对该聲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栓内划V。

④ 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肉左治練滅苗眼的]

法定代表人/委巧代理人（签字）: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iBt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窠》
y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窠〉的议案》 n/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沈额 n/

候选人：卢耀忠 \/

候选人：刘会友 n/

候选人：卢峰 sj

候选人：张建坤 n/

候选人：邵国勇 n/

候选人：郝伟 V

候选人：薛丽 si

候选人：袁利华 n/

候选人：孙志洋 n/

1



候选人：郭小蔥 n/

候选人：钱益兵

候选人：田威 V

候选人：徐颖 n/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郭子斌 n/

候选人：邵祖敏 n/

候选人：房小兵 n/

候选人：刘俊 V

注：①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

②反对该项议窠，则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 

⑤对该项议窠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划V。 

④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夺1為1游/受■篡方為I通肴巧L么句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論來旅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议窠》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策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沈领 J

候选人：卢耀忠 \f

候选人：刘会友 \J

候选人：卢峰 \J

候选人：张建坤 J

候选人：邵国勇 \J

候选人：郝伟 kJ

候选人：薛丽 \J

候选人；袁利华 \J

候选人：孙志洋

1



刮

候选人：鄭小蔥

候选人：钱益兵 x/

候选人：田威 x/

候选人：徐颖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郭子斌 \J

候选人：邵祖敏 \J

候选人：房小兵 \J

候选人：刘俊

注：①同意该项议窠，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

② 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窠反对栏内划

③ 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窠弃权栏内划V。

④ 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巧窥知切咖f斯為斬r巧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议窠》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沈铺

候选人：卢耀忠

候选人：刘会友 \J

候选人：卢峰 \J

候选人：张建坤 \J

候选人：邵国勇

候选人：郝伟

候选人：薛丽 J

候选人：袁利华 \J

候选人：孙志洋

1



候选人：郭小葱 V

候选人：钱益兵 一

候选人：田威 \y

候选人：徐颖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郭子斌 \J

候选人：邵祖敏 \J

候选人：房小兵 \J

候选人：刘俊

注：①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窠同意栏巧划

② 反对该项议窠，则在该项议窠反对栏内划

③ 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划>/。

④ 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小II 痴却疏如句

、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liO-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窠》
\J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沈领 \y

候选人：卢耀忠 1/

候选人：刘会友 1/

候选人：卢峰 M
候选人：张建坤 \J
候选人：邵国勇 \J
候选人：郝伟 \J
候选人：薛丽 y

候选人：袁利华 \/

候选人：孙志洋

1



、峻

候选人：鄭小蔥 1/

候选人：钱益兵 1/

候选人：田威

候选人：徐颖 \J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郭子斌 1/

候选人：邵祖敏

候选人；房小兵 ^J

候选人：刘俊

注：①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窠同意栏内划 

②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 

⑨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划V。

④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_ 午<吨觀杂廚苗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5^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一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议案》
\/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沈领 \/

候选人：卢耀忠

候选人：刘会友

候选人：卢峰 \/

候选人：张建坤 \/

候选人：邵国勇 V"

候选人：都伟 \/

候选人：薛丽
\/

候选人：袁利华 V

候选人：孙志洋 V
1



候选人：郭小惹

候选人：钱益兵 V

候选人：田威

候选人：徐颖 V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郭子斌 V

候选人：邵祖敏

候选人：房小兵 V

候选人：刘俊 \/

注：①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 

②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 

⑨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划 

④表决累涂改无效。

股东；阁^^耳倫&《净茹^~?权司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x/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案》
\/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沈领 \/

候选人：卢耀忠

候选人：刘会友 sJ

候选人：卢峰

候选人：张建坤 s/

候选人：邵国勇 v/

候选人：郝伟 v/

候选人：薛丽

候选人：袁利华 x/

候选人：孙志洋 v/

1



lt\

候选人：鄭小葱 sj

候选人：钱益兵 sj

候选人：田威 sj

候选人：徐颖 \J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郭子斌 v/

候选人：邵祖敏

候选人：房小兵 \y

候选人：刘俊 n/

注：①同意该项议窠，则在该项议窠同意栏内划^^

② 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反对拦内划

③ 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划

④ 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资每忘余巧肴化々司.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吁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峭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v/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议窠》
\/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沈领 V

候选人：卢耀忠 y

候选人：刘会友 \/

候选人：卢峰 V/

候选人：张建坤 y

候选人；邵国勇 v/

候选人：郝伟 \/

候选人：薛丽 V

候选人：袁利华 n/

候选人：孙志洋

1



叫

候选人：鄭小蔥 V/

候选人：钱益兵 V

候选人：田威

候选人：徐颖 n/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郭子斌 >/

候选人：邵祖敏

候选人：房小兵 n/

候选人：刘俊 V

注：①同意该项议窠，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 

②反对该巧议窠，则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 

⑨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窠弃权栏内划 

④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評刮為齡么句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_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巧0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议案》
y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層

董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沈铺

候选人：卢耀忠 v/

候选人：刘会友 y

候选人：卢峰 n/

候选人：张建坤 j

候选人：邵国勇 y

候选人：郝伟 y

候选人：薛丽
y

候选人：袁利华 j

候选人：孙志洋



间

候选人：鄭小蔥 y

候选人：钱益兵

候选人：田威 y

候选人：徐颖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郭子斌

候选人：邵祖敏 s/

候选人：房小兵 s/

候选人：刘俊
v/

注：①同意该项议窠，则在该项议窠同意栏内划V。

② 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

③ 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划

④ 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夺爲;撫>巧令兔贫________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彦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1/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案》
1/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沈领

候选人：卢耀忠 1/

候选人：刘会友 1/

候选人：卢峰 1/

候选人：张建坤 1/

候选人：邵国勇 \/

候选人：郝伟 1/

候选人：薛丽 \/

候选人：袁利华 1/

候选人：孙志洋 V
1



I每

候选人：郭小蔥 V/

候选人：钱益兵 \/

候选人：田威 1/

候选人：徐颖 \J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郭子斌 V

候选人：邵祖敏 V

候选人：房小兵 1/

候选人：刘俊 \/

注：①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窠同意栏内划V。

② 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

③ 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划

④ 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冲同巧面^献句術灸倍女司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窠》
一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议案》
\/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沈领 一

候选人：卢耀忠 V

候选人：刘会友

候选人：卢峰

候选人：张建坤 \y

候选人：邵国勇 V/

候选人：郝伟

候选人：薛丽 一

候选人：袁利华
/

候选人；孙志洋



候选人：郭小蔥

候选人：钱益兵 sy

候选人：田威 V/

候选人:徐颖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郭子斌 v/

候选人：邵祖敏 V/"

候选人：房小兵

候选人：刘俊
sy

注：①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

② 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窠反对栏内划

③ 对该项议窠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划V。

④ 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寺爲考如聲1 讯爲新y 句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和'、、争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怎6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y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议案》
y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沈领 n/

候选人：卢耀忠 y

候选人；刘会友 V

候选人：卢峰 V

候选人；张建坤 y

候选人：邵国勇 y

候选人：郝伟 y

候选人：薛f y

候选人：袁利^

候选人：孙志洋 y



候选人：鄭小蔥 y

候选人：钱益兵 n/

候选人：田威 y

候选人：徐颖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郭子斌

候选人：邵祖敏 y

候选人：房小兵 y

候选人：刘俊 y

注：①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窠同意栏内划

② 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窠反对栏内划>/。

③ 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划

④ 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爲畫么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窠〉的议窠》
\y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西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屈
- 1

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沈领 \/

候选人：卢耀忠 \y

候选人：刘会友 \y

候选人：卢峰 v/

候选人：张建坤

候选人：邵国勇

候选人：郝伟 \y

候选人：薛丽 \y

候选人：袁利华 w

候选人：孙志洋 \J

1



吗

候选人：鄭小蔥

候选人：钱益兵 v/

候选人：田威 v/

候选人：徐颖 \/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郭子斌

候选人：邵祖敏 v

候选人：房小兵 V/

候选人：刘俊 v/

注：①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窠同意栏内划^^ 

②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 

⑤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划 

④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牛局诚巧炒吟净a今《会•气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id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议案》
\J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沈领 \J

候选人；卢耀忠 \/

候选人：刘会友 7

候选人：卢峰 V

候选人：张建坤

候选人：邵国勇 \J

候选人：郝伟 V

候选人：薛丽

候选人：袁利华

候选人：孙志洋

1



,()、

候选人：郭小蔥

候选人：钱益兵 \/

候选人：田威 V

候选人：徐颖 \/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郭子斌 V

候选人：邵祖敏 n/

候选人；房小兵

候选人：刘俊

注：①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窠同意栏内划V。

② 反对该项议窠，则在该项议窠反对栏内划

③ 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划V。

④ 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作简守凌從滯每價何杉又石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心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议窠》

/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沈领 1/

候选人：卢耀忠
1/

候选人：刘会友
\/

候选人：卢峰
1/

候选人：张建坤 ly

候选人：邵国勇 v/

候选人：郝伟 J

候选人：薛丽
J

候选人：袁利华
J

候选人：孙志洋
J

1



'6^

候选人：鄭小蔥

候选人：钱益兵 1/

候选人：田威
y

候选人：徐颖 j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郭子斌

候选人：邵祖敏
i/

候选人：房小兵
l/

候选人：刘俊
i/

注：①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

② 反对该项议窠，则在该项议窠反对栏内划

③ 对该项议窠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划

④ 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啤\聋/次■裝余IL隹@令巧马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化拜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窠》
/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沈钢 /

候选人：卢耀忠

候选人：刘会友 \/

候选人：卢峰 v/

候选人：张建坤 t/

候选人；邵国勇 1/

候选人：郝伟

候选人：薛丽 y

候选人：袁利华

候选人：孙志洋 y



候选人：鄭小蔥 /

候选人；钱益兵
/

候选人：田威 y

候选人：徐颖
/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郭子斌 /

候选人：邵祖敏 y

候选人：房小兵 J
J /

候选人：刘俊
y

注：①同意该项议窠，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

② 反对该项议窠，则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

③ 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划

④ 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窠》
1/

2

\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案》
y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屉

董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沈领 、y

候选人：卢耀忠

候选人：刘会友 v/

候选人：卢峰

候选人：张建坤

候选人：邵国勇 i/

候选人：郝伟

候选人：薛丽 l/

候选人：袁利华

候选人；孙志洋
1



'占1

候选人：鄭小惠 \/

候选人：钱益兵

候选人：田威 sj

候选人：徐颖 l/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郭子斌 v/

候选人：邵祖敏 t/

候选人：房小兵 v/

候选人：刘俊 \/

注：①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窠同意栏内划

② 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窠反对栏内划^/。

③ 对该项议窠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划V。

④ 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芋,11 .位A曲苟惟么^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脱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n/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窠〉的议案》 n/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沈领 v/

候选人：卢耀忠 \/

候选人：刘会友 sj

候选人：卢峰 s/

候选人：张建坤 n/

候选人：邵国勇 n/

候选人：郝伟 n/

候选人：薛丽 n/

候选人：袁利华 n/

候选人：孙志洋 \/

1



，巧

候选人：鄭小蔥 \/

候选人：钱益兵 \/

候选人：田威

候选人：徐颖 \/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粉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郭子斌 \/

候选人：邵祖敏 \J

候选人：房小兵 sj

候选人：刘俊

注：①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窠同意栏内划■v。

② 反对该项议窠，则在该项议窠反对栏内划*7。

③ 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窠弃权栏内划•y。

④ 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中图為麥扳禾研复中>口、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lo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腹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V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议案》
x/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沈领 V

候选人：卢耀忠 s!

候选人：刘会友 v/

候选人：卢峰 V

候选人：张建坤 \/

候选人：邵国勇 s)

候选人：郝伟 J

候选人：薛丽

候选人：袁利华 J
候选人：孙志洋 \J



■1l

候选人；鄭小蔥 V

候选人：钱益兵

候选人：田威 J

候选人：徐颖 J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郭子斌 sJ

候选人：邵祖敏 J

候选人：房小兵 \J

候选人：刘俊 sJ

注：①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 

②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 

⑨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划 

④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 1"巧田巧]^乐g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1^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窠》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议案》
v/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哥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沈领

候选人：卢耀忠

候选人：刘会友 \y

候选人：卢峰 v/

候选人；张建坤 \/

候选人：邵国勇

候选人：郝伟 v/

候选人：薛丽 x/

候选人：袁利华 v/

候选人：孙志洋 v/

1



候选人：郭小蔥

候选人；钱益兵 v/
候选人：田威 v/
候选人：徐颖 J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郭子斌 \J
候选人：邵祖敏 x/
候选人：房小兵 v/
候选人：刘俊 1/

注：①同意该项议窠，则在该项议窠同意栏巧划

② 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窠反对栏内划V。

③ 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划

④ 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v"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窠〉的议窠》 /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局
董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沈铺 /

候选人：卢耀忠 1/

候选人：刘会友 /

候选人：卢峰 /

候选人：张建坤 /

候选人：邵国勇 1/

候选人：郝伟 /

候选人：薛丽 /

候选人：袁利华 /

候选人；孙志洋
/

1



化

候选人：鄭小蔥 v/

候选人：钱益兵

候选人：田威 1/

候选人：徐颖 \/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郭子斌 v/

候选人：邵祖敏 1/

候选人：房小兵 1/

候选人：刘俊 /

注：①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

② 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V。

③ 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窠弃权栏内划

④ 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中巧中化>^田為?艮^>可

法定代表人/委巧代理人（签字）：掉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章程修正案〉的议案》 J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沈铺 x/

候选人：卢耀忠 L/

候选人：刘会友 U

候选人：卢峰 \J

候选人：张建坤 J

候选人：邵国勇 U

候选人：郝伟 J

候选人：薛丽 J

候选人：袁利华 \J
/

候选人：孙志洋 d



巧

候选人：郭小蔥

候选人；钱益兵 \J

候选人：田威 u

候选人：徐颖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郭子斌
d

候选人；邵祖敏

候选人；房小兵 u

候选人：刘俊 d

注：①同意该项议窠，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 

②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 

⑨对该项议窠弃权，则在该项议窠弃权栏内划 

④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化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窠》
/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章程修正窠〉的议窠》
J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沈领

候选人：卢耀忠

候选人：刘会友 v/

候选人：卢峰 V

候选人：张建坤 v

候选人：邵国勇 V

候选人：郝伟 sT

候选人：薛丽 V

候选人：袁利华 V

候选人：孙志洋 x/

1



巧

候选人；鄭小蔥

候选人：钱益兵 \/

候选人：田威 V/

候选人：徐颖 V/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郭子斌

候选人：邵祖敏

候选人：房小兵 J

候选人：刘俊 sJ

注：①同意该项议窠，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V。

② 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反对栓内划

③ 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划

④ 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喊^锦知奶良々A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公。如^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狐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V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议案》
\/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沈领 V/

候选人：卢耀忠 \/

候选人：刘会友 V

候选人：卢峰 V/

候选人：张建坤 \/

候选人：邵国勇 \/

候选人：郝伟 sj

候选人：薛丽 sj

候选人：袁利华 \J
候选人：孙志洋 J

1



'81

候选人：鄭小蔥

候选人；钱益兵 V/

候选人：田威 一

候选人：徐颖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郭子斌 \J

候选人：邵祖敏 Vs/

候选人：房小兵 \J

候选人：刘俊 v/

注：①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窠同意栏巧划

② 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窠反对栏内划

③ 对该项议窠弃权，则在该项议窠弃权栏内划

④ 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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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窠》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章程修正窠〉的议案》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沈领 \/

候选人：卢耀忠 \/

候选人：刘会友

候选人：卢峰 V/

候选人：张建坤 \/

候选人：邵国勇 1/

候选人：郝伟 V/

候选人：薛丽 \/

候选人：袁利华 \/

候选人：孙志洋 x/

1



1§3

候选人：鄭小蔥

候选人：钱益兵 \/

候选人：田威

候选人：徐颖 V/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郭子斌 V/

候选人；邵祖敏 x/

候选人：房小兵 \/

候选人：刘俊 \/

注：①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窠同意栏内划

② 反对该项议窠，则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

③ 对该项议窠弃权，则在该项议窠弃权栏内划^/。

④ 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中風铭化乘巧每展么司______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窠》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窠> 的议窠》
\J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1 ■

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沈领 J

候选人：卢耀忠 \J

候选人：刘会友

候选人：卢峰 J

候选人：张建坤

候选人：邵国勇 x/

候选人：郝伟 y

候选人：薛丽 x/

候选人：袁利华

候选人：孙志洋 \1

1



候选人：鄭小葱 \/

候选人：钱益兵 \/

候选人：田威

候选人：徐颖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郭子斌 \J

候选人：邵祖敏 J

候选人；房小兵 J

候选人：刘俊 sJ

注：①同意该项议窠，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

②反对该项议窠，则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 

⑤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划 

④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中私么惟/义苗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金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186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v/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窠》
^/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沈领 1/

候选人：卢耀忠

候选人：刘会友 \J

候选人：卢峰 \J

候选人：张建坤 \J
候选人：邵国勇 \J

候选人：郝伟

候选人：薛丽 \J

候选人：袁利华 V

候选人；孙志洋
1



IS]

候选人：鄭小蔥 V/

候选人：钱益兵 \/

候选人：田威 1/

候选人：徐颖 1/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郭子斌 1/

候选人；邵祖敏 U

候选人：房小兵 1/

候选人：刘俊 \1

注：①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 

②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 

⑤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划 

④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建龄弓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名;、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议案》

y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沈令羽

候选人：卢耀忠

候选人：刘会友 y

候选人：卢峰 \/

候选人；张建坤 V

候选人：邵国勇 4

候选人：郝伟
J

候选人：薛丽 sj

候选人：袁利华 y

候选人：孙志洋
7

1



刮

候选人：鄭小蔥

候选人；钱益兵 J
/

候选人：田威 J
候选人：徐颖 J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郭子斌

候选人：邵祖敏 J
候选人：房小兵 J
候选人：刘俊 J

注：①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窠同意栏内划V。

② 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

③ 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划

④ 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 宁lC]i心节誰風兩下g次司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如、分-寺J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y
'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议案》

x/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沈翊
/

候选人；卢耀忠
候选人：刘会友
候选人：卢峰

y

候选人：张建坤 n/
候选人；邵国勇 \/
候选人：郝伟 y
候选人：薛丽 y
候选人：袁利华
候选人：孙志洋



巧I

候选人；鄭小惠 \/

候选人；钱益兵
J

候选人：田威
y

候选人：徐颖
V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郭子斌 /

候选人：邵祖敏 \/

候选人；房小兵

候选人：刘俊
J

注：①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

② 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

③ 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划

④ 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_ 啼固庭爲赛贫I爲液么司

法定代表人/委巧代理人（签字）； ^务越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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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y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议案》
V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沈领 n/

候选人：卢耀忠 y

候选人：刘会友 n/

候选人：卢峰 n/

候选人：张建坤

候选人：邵国勇 j
候选人：郝伟

候选人：薛丽

候选人：袁利华 v/

候选人：孙志弹
7

1



候选人：鄭小蔥

候选人：钱益兵 y

候选人：田威 V

候选人：徐颖 s/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郭子斌 V

候选人；邵祖敏

候选人；房小兵
/

候选人：刘俊

注：①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V。

② 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V。

③ 对该项议窠弃权，则在该项议窠弃权栏内划V。

④ 表决票涂改无效。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你有限么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拽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案》
[/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窠》

候选人：沈领 \y
候选人：卢耀忠 1/

候选人：刘会友

候选人：卢峰 J
候选人：张建坤 V

候选人：邵国勇 U

候选人：郝伟

候选人：薛丽 \y
候选人：袁利华 kJ
候选人：孙志洋 V



，运

候选人：郭小蔥 V

候选人：钱益兵 V
候选人：田威 V/

候选人：徐颖 1/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郭子斌 V
候选人：邵祖敏

候选人：房小兵 1/

候选人：刘俊

注：①同意该项议窠，则在该项议窠同意栏巧划•v。

③ 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 

⑤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巧划

④ 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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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V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窠〉的议案》 \J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沈领 M
候选人：卢耀忠

候选人：刘会友

候选人：卢峰 \f
候选人：张建坤 \J
候选人：邵国勇 v/
候选人：郝伟 V/
候选人：薛丽

候选人：袁利华 \J
候选人：孙志洋

I



候选人：鄭小蔥

候选人：钱益兵 ^J

候选人：田威 \j

候选人：徐颖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

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候选人：郭子斌 M

候选人；邵祖敏 V/

候选人：房小兵 \f

候选人：刘俊

注：①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V。 

②反对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V。 

⑨对该项议窠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划 

④表决票涂改无效。

股东：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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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参加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 

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事项的请示

巧

宫总：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央企 

扶贫基金公司发来通知，该公司拟于2019年8月30日现场 

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主要审议谱加注册资本、公 

司章程修正案、选举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四项议案，具体汇报如 

下：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 
(一）关于増加注册资本金的议案
为实现央企扶贫基金联盟规模目标，央企挟贫基金公司启动 

央企扶贫基金兰期募资工作，并根据募资王作结果，形成了增资 

方案。

本次增资采用非公开方式，即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 

发行股份的股票类型均为普通股，毎股面值为人民币童元 

(¥1.00)。参照该公司经评佑备案的评佑值（2018年8月31 

曰为基准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为毎股1.0282元，拟 

发行数量为13, 620, 890, 916股，股本溢价卷亿糊巧肆巧壹拾万 

玫仔壹徊歲拾秦元糊角臺分（¥ 384, 109, 123. 83 )计入公司资本 

公积金。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的注册资本将由15, 376, 166, 184 

元增加至28, 997, 057，100元。本次增资对象为2018年净利润



M)

5 0亿元乂上且对央企扶贫基金累计出资额低于2 018年净利润3% 

(且累计出资不超过16亿元）的40家中央企业。

(二）关于幸程修正案的设案
因央企扶贫基金公司拟增加注册资本、增加公司董事会人数 

(包括副董事长人数）等事宜，该公司拟对《公司章程》第六条、 

第十二条、第兰十五条和第王十六条作相应修改。主要变更公司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8, 997, 057,100元；变夏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28, 997, 057, 100股；董事会成员人数由12人变更为14人；副 

董事长人数由1名变更为若干名。

(王）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议案王及议案四分别审议该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换届选举 

事项。其中，该公司原有的12家董事推荐单位保持不变，新增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为董事推荐 

单位；该公司原有的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中国东方航空集团 

公司2家监事推荐单位不变，新增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为 

监事推荐单位。

鉴于个别中央企业因特殊原因，尚在履行本次增资的决策程 

序，经国务院国资委同意，上述4项议案的最终确定信息将在 

2019年8月30日召开的胞时股东大会上提供。

二、工作建议
建议对上述4项议案表决同意意见。同时，按会议通知要求， 

中钢集团作为该公司股东需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若法定代表

2



人无法出席，需签署授权委巧书（详见附件2)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并亦理登记及表决手续。

妥否，请化示。

附件：1.央企扶贫基金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会议议案

2. 授权委巧书

3. 参会回执

企业发展部 

2019年8月23曰

3



授权委托书

本人，系航天投资控股有暇公司的法定代亲人.兹委托
【 郭子斌 1 (身份证号： 34012319680721003X )代表本人
出席中央企业贫西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表公司行使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1.

序号 代理表决事项 代理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案》
y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案
y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案》
J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案》

J



城

注：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反对该项议案，则 

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V;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窠弃权栏内 

划V。

委巧人（签字):

附；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日期； 2019年8月日





^相航社雌腑限公司

三史

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
航空委字[2019]214号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斬惊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5号院19号楼 

谭瑞松 职务：董事长 

魏海滨

现委巧集团公司规划发展部专务魏海滨为我公司委托代 

理人。

代望权限：代表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对中央企业 

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案》、《关于选举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成员 

的议案》、《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 

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进行同意票表决，并签署 

相关决议文件。

人

沁

人

人

地

表

巧

持

代
定

委̂

委

法

法

受



膊件1
授权委托书

本人，系【f固觀换讀鄉
司，m铺鄉t委托【带化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本公 

】（身份证

号：i、Qlo少巧7^0抑0郑2：)代表本人/本么司出席中央企业贫困地区

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公 

司行使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胥 代理表决事项
代理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案》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窠
X/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案》

y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4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案》 v/

注；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案，则 

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V;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 

划V。

版；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日期： 2019年8月巧1



巧名黄余红

巧巧男 巧緣?:X

巧牛197目年4巧20 H

巧扯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51号 
巧奇读1口302号

，方*.

公民身巧巧巧 130104197504203912

»中华人氏巧和I巧
—^居民身份诞

签发化关W :化巧市公安盾局!^章_ 

有巧’巧巧2016.11.08-如若饼



It件1

授权委托书

本人，系【寺1司弔'I6夸"來巧為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本么 

司，【】么司，兹委托【 如中皆 】（身份证

号：，如的作《八如打吟 )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中央企业贫困地区 

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公 

司行使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代垂表决事项
巧望权限

同患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窠》

\/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案

V/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案》

V/



、：2l0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案》

\/

注；同意该项议窠，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窠，则 

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V;对该项议窠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 

划V。

胤：受托人身份化复印件

日期： 2019年8月【L]】

5



巧名刘淑恩

巧創女 民族汉

出生1撕7年3月5曰

住址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村小 
区6巧7 n 201号

化紙終
公民身份号码1306031 9670305096X ■1

中华人民共和国
居民身份证
-If;

：.(岡議

I'M .0.-

巧发巧关*光黄市公巧病石褒由分污
■ - 片，前pVr.i盛' 声-

巧效巧限 2007.11.10-2027.11.10



授权委托书

本人，系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么司的法定代表人，兹委托刘智 

峰（身份证号； 612133197505047518)代表本人出席中央企业贫困地 

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 

么司行使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代理表决事项
代理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案》
\/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案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窠》

v/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案》
v



注：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案，则 

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V;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 

划V。

委托人（签字）:

附：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日期： 2019年8月29日



碼顯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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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方，争巧疯一



>5

/ 授校委巧书
本公司，中国电子科技窠团有限公司，兹委托杨勇（身份证号： 

11010819630920495X )代表本公司出席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恼时股东大会I并代表公司行使表决 

权。表决意见如下：

巧号 代理表决事项
代理巧限

同意 反对 弃巧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巧加注册资本的

议案》

/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巧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案

/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案》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4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 /

会成员的议案》

注：同意该项议案，则狂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V ;反对该项议案，则 

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V ;对该项议案弃权I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

划V。

妄巧人：中

附：受托人身巧证复印件

日期： 2019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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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托.S W取巧
由* 巧6穿话;‘9矿'2G。

北东市海絶区玉满寒甫巧 
9号扶6'号#1单元如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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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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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授权委托书
本人，系【中国航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兹委托 

【王垂】（身份证号： 220104199101214167)代表本人出席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代表公司行使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代理表决事项
代理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案》

V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的

议窠

V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窠》

V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案》

V



注：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案，则 

在该项议窠反对栏内划V;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 

划V。

日期： 2019年8月【29】



附件1

»0

授权委托书

本人王宜林，系中国石油天然气有限么司的法定代表人，兹委托 

戚振忠（身份证号：1201091968042455% )代表本人出席中央企业 

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代表公司行使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代巧表决事项
代理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案》

/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的

议案

y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窠》

y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案》

y



注：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案，则 

在该项议窠反对栏内划V;对该项议窠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 

划V。

附；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日期： 2019年8月



近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授权委巧书
集团法授（ 2019 ) 41号

委托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宜林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口北大街9号

受托人；卢耀忠
所在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 

职务：总经理

一、授权事项
代表委托人签署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增资扩股协议》。

二、授权期限
自本件签署之日起至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王、行权要求
受托人恭理本件授权事项，同时应受委托人相关规章制度之规限。 

受托人应当在授权范围内尽职履行职责，有效地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



益。

為

四、 转授权
受托人无权对上述授权事项进行转授权。

五、 终立
具有下列情况之一者，本件终止：

1. 在授权期间，受托人调离原单位或发生职务变化的；

2. 受托人因行为能力限制不能履行受托事项的；

3. 委托人书面通知受托人解除本件。

六、 文本
本授权委托书一式四份，具有同等效力。受托人持互份，委托人 

法律授权管理部口备案一份。如因办理有关法律手续需要，可办理本 

件副本。

七、 生效

2019年12月4曰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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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授权委托书

本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么司，兹委托【刘会友】（身 

份证号： 370503196407242915)代表本么司出席中央企业贫困地区 

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 

公司行使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代望表决事项
代理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案》
x/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案

y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窠》
y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窠》

y

1



注：同意该项议窠，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案，则 

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V;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 

划V。

委托人：【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么司（盖章)

2



授权委捉书

本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兹委托【卢峰】（身份 

证号：110103197004031210)代表本公司出席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公司 

行使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代理表决事项
代望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窠》

y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章程修正窠〉的

议案

V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窠》

\/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案》
\J



注：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窠，则 

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V;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 

划V。

委托人：【

日期： 2019年8月【】日

2



中圃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

公8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吕波同志，中国海洋石油集西有限么司副总经理， 

身份证号110101196211165513,代表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 

公司签署民商事合同及相关文件。

本授权可转授权一次。

本授权委托书自2018年1月1日起至另行签署授权委 

托书有效。

杨华

董事长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么司 

2017年12月



ir 公 1

投权委托书

本人，系【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么司】的法定代表人，兹委托 

【陈海东】（身份证号： 220106196804159634)代表本人/本么 

司出席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2019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公司行使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代理表决事项
代望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窠》

v/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窠>

的议窠

J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案》

J

4

1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窠》

J
1



与0

注：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窠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窠，则 

在该项议窠反对栏内划V;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窠弃权栏内 

划V。

附：受托人身份证义印件

日期： 2019年8月【29】



巧-‘名陈海东
性别男 民族汉

出生1968每. 4月15日

往址广州市天河区珠吉路7号 
之兰2903房

公民身份号石马220106196804159634

中华人民共和国
居民身份证

J- :-联饼

声亩 ri’.V-:;
.迎.

.茸 ''^ - %二..二-貧巧，：三-苗怡:...
有巧巧限2011.12:26-2031.12.26

f-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 
授权委托书

编号：HN00-2019-0280
授权人：王敏党姐成员、副总经理
被授权人：王葵规划部主任
兹授权王葵同志代表实施下列民事法律行为：
一、 授权委托事项及授权：
与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护股协议》。

二、 授权委托时间；

授权委托人: 產4^

2019年11月04曰



附件1

授权委巧书

本人，系【中圃大唐集团有限公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本 

公司，【中国大唐集西有限公司】公司，兹委巧【中国大唐集团 

有限公司扶贫办方世杰】（身份证号：130621197501247534)代 

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 

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公司行使表决权。表 

决意见如下：

序号 代理表决事项 代理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

注册资本的议案》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

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修正案）的议案》

v/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

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a/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

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注：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 

案，则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 

议案弃权栏内划v/。

委巧人（签字)：

附：受巧人身份证复印件

曰期； 2019年8月23曰



中圃华电集团有限公司

媒

法人授权委巧I

编号：中国:

細J外娩攻細种区f立投突私娘仿脅?的司请烫辦协如匈

辭

__j , 0 ? n ? ft 3占B
兹授权总会计巧邵国勇先生代表本么司签订对保函

开立、贷款转授信、安慰函等捏保事巧访议、函件及有关惭属文 

件，境巧化金潑机拘授信、借款、债券发行与使用、其他衍生蟲 

发行与使巧，1^^及窦托赞款等敲资、资金调度与管理相关协议及

文件，境外企业财资中<心、设立报批备案等文件（含外部监管机构

报化备案文件等）W及金强机构相关账户开立及变更等有关财务 

与风险管理方面的冬项业务合同。

签巧合资，资产并姆、企业董姐、产权出让，股权收贿、辕 

让、回巧、增资、与所属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同业竞争等有关资 

本运营与产权管理方面的各项业务合罔。

本公司对被授权人在该授权范菌内的合法签约行为予承 

认。本授权有效期暇自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口月31日。



过

附件1

授权委巧书

本公司，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兹委巧张利（身份证号： 

230108196804066037)代表本公司出席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公司行使 

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代涅表决事项
代理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案》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案

V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案》

V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案》

V



注：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反对该项议案，则 

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巧 

划^4

曰期： 2019年8月27曰



膊件1

授权委托书

本人，系【中国长江王峽集西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兹委 

托【郝伟】（身份证号： 610103197312162499)代表本人出席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代表公司行使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代理表决事项
代理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案》

V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的

议案

V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窠》

V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案》

V



刮

注：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窠，则 

在该项议窠反对栏内划V;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 

划V。

日期： 2019年8月【】



授权委托书
编号：国电集团股（单项）〔2019〕017号

授权单位：中国国电集团有限公司
被授权人：薛丽 职务：国家能源集团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授权事项与权限：
兹蚕巧薛丽代表中国国电集团有限公司行使下列权利；

代表集团公司参加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 

司2019年1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并按照集团公司表决意见签署相关 

决议和文件。

授权期限： 2019年8月29日至2019年9月29日



电委字【2019】 -0099

如i

授权委托书

本人，系【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么司的法定代表人，兹委 
托【赵俊红】（身份证号：140103197203232125 )代表本人
出席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2019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表么司行使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代畢表决事项
代覆捉臘1\ '巧::

同教; %

瓜对
:S .占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增加注册给未的/伊’节;： ，，
议案》 ‘―’

.化成， """"
■

汝 游心'

..旁

V

2
审议《关于〈中央企困地区产业

:■取. :
投资基金股t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案V

:..疾' ’

V

.史

3、
审议i关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S' ■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峰 ■巧’

会成员的议案》

V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案》

V



电委字【2019】 -0099

注；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案，则 

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V;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 

划V。

委托人（签字）:

附：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旧期： 2019年8月【】
k 考.：



«气''癸榮结'.乂
巧，满击巧巧a 
的二福"3月巧日‘

.巧巧j巧甫菊效《巧裴麵芭 
21獲樣下轰孩1

公廣易巧谭磯U01i$1$?203232125
庐J奇夹足裝贫^―>'/今 

.)^、带5,々某>/、

中华人民共和国
層K.身嶺.滿

:' 巧
.~.文.:左.衣..^>基:'':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特别授权书

授权单位；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王晓初 

委巧代理人：张范

所属部口：投资么司（资本运营部） 职务；总经理

授权事项及权利；
授权上委托代理人签订下列合同，合同名称为；中央 

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

本授权书有效日期：
自授权人签发之日起生效，至本合同签署完毕终止。



附件1

授权委巧书

本人，系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兹委托 

张雅芳（身份证号：150102197601051528)代表本人出席中央企业贫 

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 

代表公司行使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代理表决事项
代理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案》

V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案

V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案》

V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窠》

V



注：同意该项议窠，则在该项议窠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案，则 

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 

劍V。

委托人（签字

附：受托人身份化复印件

日期： 2019年8月27日



X

授权委托书

本人，系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兹委托 

【 李峰 】（身份证号：110103197103250056)代表本人出席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表么司行使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代理表决事项
代理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窠》
/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章程修正案> 的

议案

1/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案》

/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案》

y
/



注：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窠，则
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V;对该项议窠弃权，则在该项议窠弃权栏内
划V。





须

中电授〔2019) 55号

授权委托书

本人，系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么司的法定代表人，兹委托 

宋少文（身份证号：110108198311054232)代表本人出席中央企业贫 

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 

代表公司行使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代理表决事项
代理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案》

V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窠

V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案》

V



割

序号 代理表决事项
代理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4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 V

会成员的议案》

注：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反对该项议案，则 
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V;对该项议窠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巧

日期： 2019年8月％日



巧名宋幸文 

性别男民子 
出生.1無;3-.年、'1'-月".已'巧

住址北京市巧淀区万寿巧西街 
甲11号4楼1401号

公民身份号巧110108198311054232



泌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本公司，【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么司，兹委托【卞立山】（身 

份证号： 42030019710623171X)作为本公司的代表，出席中央企业贫 

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表本 

公司行使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巧

序号 代望表决事项
代理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18年

工作总结和2019年工作计划> 的议案》

V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监事会2018年

工作总结和2019年工作计划〉的议案》

V

3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2018年财务决

算报告〉的议案》

V

4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

配和弥补亏损事宜的议案》

V



选中

5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财务预

算报告〉的议案》

V

6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补选第一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案》

V

7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补选第一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案》

V

8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案》

V

注：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案，则 

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V;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 

划厶

委托人（

三?0化
日期； 2019年4月2日日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本人，系【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么司的法定代表人/本公 

司，【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么司，兹委托【孙伏元】（身份证 

号： 230281198806240221 )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中央企业贫困

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 

表公司行使表决权。表决意见知下：

序号 代理表决事项
代理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窠》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窠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案》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



幼

会成员的议案》

注：同意该项议窠，则在该项议窠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案，则 

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V;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 
划V。

日期： 2019年8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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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授权委托书

本人，系【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本么司，【鞍 

钢集团有限么司】么司，兹委巧【李兴东】（身份证号： 

210102196510125757)代表本人/本么司出席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么司行 

使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代望表决夺项
代理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案》

V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窠

v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案》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4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窠》

注：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案，则 

在该项议窠反对栏内划V;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窠弃权栓内 

划V。

委托人（签字）： 

委托人：【】么司

附：受托人身份证复印

日期： 2019年8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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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興
授权委托书

本人，系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么司的法定代表人，兹委托【刘
俊】（身份证号： _______)代表本人出席中央企业

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代表么司行使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

代理表决事项 代理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案》

/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案

/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案》

/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案》

/



姑

注：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案，则
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窠弃权栏内

划V。

委托人（签字):

附：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日期： 2019年8月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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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扶贫基金〔2019) 27号

关于召巧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仿有限 

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通知

各位股东：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1M下简 

称么司）定于2019年8月30日在北京召开公司2019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会议时间及地点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乂现场方式召开，具体时 

间及地点如下：

1. 会议时间： 2019年8月30日（星期五）15:45至16:45

2. 会议地点；新世纪日航饭店（化京市海淀区首都体育 

馆南路6号）王层世纪2斤

二、 会议议题

1.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



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窠》；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议案》；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 

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 

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兰、出席/列席会议人员
1. 出席人员：公司全体股东，包括股东之法定代表人或 

其授权出席本次会议的委托代理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 

会议的，需在会议签到时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进行登记; 

拉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在会议签到时持 

本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附件1)进行登记；

2. 列席人员：公司全体董事、律师及相关人员。

四、 参会回执
收到通知后，请出席会议的各位股东代表于8月26日 

前将参会回执（附件2) 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反馈至联系 

人。

五、 签到
鉴于公司股东数量较多，为了提高签到工作效率，请各

2



位参会代表签到时根据公司股东名录（附件3)中列明的单 

位序号进行签到。

联系人：杜凯迪、邱喉

电话： 010-63312662、63316592

由口 箱；dukaidi@sdic.com.cn、qiumin@sdic.com.cn

传真： 010-63316182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安口外南滨河路1号高新大厦 

10层国投创益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邮编：100055

3

mailto:qiumin@sdic.com.cn


It件1

授权委托书
本人，系【中画縣化/矣面末巧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本公 

司，【】么司，兹委托【 秋。考寺 】（身份证

号： 5知知巧7?0午(8?0知)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中央企业贫困地区 

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公 

司行使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代理表决事项
代理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案》 v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案
sf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案》 V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4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案》
\/

注：同意该项议窠，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案，则 

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巧划V;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窠弃权栏内 

划V。

委托人（签字): 戎

委托人：【】公司（盖章)

附；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日期： 2019年8月【】

5



附件2

参会回执

股东名称 参会人员姓名 职务 手机号 邮箱 是否需要隹宿

6



却3

附件3

公司股东名录
股东名称

1 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贵州航天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4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5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么司
6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7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8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9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0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1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12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13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
14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15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16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
17 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
18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
19 国家电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 中国长江五峡集团有限么司
21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22 国家能源集团公益基金会
23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
24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7



25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26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7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8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9 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
30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31 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32 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33 鞍钢集团有限公司
34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35 中国铅业集团有限公司
36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37 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38 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么司
39 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么司（中国南航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40 中圍中化集团有限公司
41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42 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
43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44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么司
45 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46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7 招商局集团有限么司
48 华润股份有限公司
49 中国旅游集团有限么司
50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51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52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8



53 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么司
54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55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56 机械科学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57 中国中钢集团有限公司
58 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59 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60 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61 中国盐业集团有限么司
62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63 中国有龟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64 有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65 北京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66 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有限么司
67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68 中车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69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有限公司
70 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71 中国铁道建筑有限公司
72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73 中国普天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74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75 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76 中国中丝集团有限公司
77 中国林业集团有限公司
78 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79 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
80 中国建设科技有限么司

9



沁

81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
82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
83 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
84 中国民航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85 中国航空油料集团有限么司
86 中国航空器材集团有限么司
87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88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89 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
90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91 中国华录集团有限么司
92 上海诺基亚贝尔股份有限公司
93 武义邮电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94 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
95 南光（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天元华创投资有限公司）
96 中国西电集团有限公司
97 中国铁路物资集团有限么司
98 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99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
100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101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么司

102 中国轻工集团有限么司

103 中国工艺集团有限么司

10



授权委托书

本么司，【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兹委托【汤朝旭】 

(身份证号： 110108197110251470 )代表本公司出席中央企业

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代表么司行使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代理表决事项
代理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窠》

V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窠

V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案》

V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案》

V



注：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案，则
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V;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
划V。

附；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日期： 2019年8月【】日



涵朝化

i網巧 '效

资黎 1971 10 » 25 *•*

北巧市蘭巧反科学西南至 
互区314皂後30孤7号

。柴餐 #婦《 110108197110251470

IP# 中华人民共和圃
©居段身份®

签#机美北巧市公安局朝B分甩 

有巧期田 2006.腑.27-撕满.06.27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本人，系【中国南航集团资本控股有限么司】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兹委托【钟立归】（身份证号： 420111197808154016 )代表本人 

出席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2019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表么司行使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代理表决事项
代理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案》

V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案

V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案》

V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案》

V



518

注：同意该项议窠，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案，则 

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V;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 

划V。

附：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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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委托书

本么司，【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兹委巧【刘大伟】（身份证 

号； 23018319890421223X )作为本公司的代表，出席中央企业贫困 

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公 

司行使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代理表决事项
代理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董事会2018年

工作总结和2019年工作计划〉的议窠》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2018年

工作总结和2019年工作计划〉的议窠》
J

3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财务决

算报告> 的议案》

J

4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

配和弥补亏损事宜的议案》

J



5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2019年财务预

算报告> 的议案》

y

6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补选第一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案》

y

7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补选第一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案》

V

8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章程修正窠〉

的议窠》
V

注：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窠，则 

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V;对该项议窠弃权，则在该项议窠弃权栏内

日期： 2019年4月25日



授权委巧书

本么司，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兹委托圣适埋（:身份证号； 

120101198408102517)代表本公司出席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公司行使表决 

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代理表决事项
代望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案》

V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的

议窠》

V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窠》

V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4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 V

会成员的议案》

注：同意该项议窠，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窠，则 

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a/;对该项议窠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 

划V。

附：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日期： 2019年8月26日



沒 '名.U丢适傳
.、"-v -
性:别貨:.嘴民

誦涩iig

——路％夸化车进出口总公畜I

/1;-

公民穿裕号I弓焉
斌 一、

. ...、、、\

齡.

记媒據ii麵适壺

詞3华矣焉共霧墳
-. ■ ■■ -.‘A,.’.'- 一— ■'夺、、

• • -’，•、' — .一.：'一 ' 一-.一 -*!V
居模織傑

;‘签发巧尹補蒂市公安義纖餐局觀

為寧-緩

!已有效期限店CM 0:；1詞急顯SsG襲簽兰
梦:方巧、，:.^ 一'.、;、游、於心'六V巧；叫



附件1

逾

授权委托书

本人，系【奇據巧I為限】么司的法定代表人/本公 

司，【】公司，兹委托【 1 】（身份证

夸.肿亦)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中央企业贫困地区 

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公 

司行使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代惡表决事项
代理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案》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案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案》

4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案》

注：同意该项议窠，则在该项议窠同意栏内劍V;反对该项议案，则 

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V;对该项议窠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巧 

划v。

委托人（签字): 
委托人：【】

晚：受托人身印件

日期： 2019年8 •月【】

5



巧 1

中华人民共和圃
居民身份证

签发执关北京市公安局海'法分局 

有巧期限 2005.诞.11-洗25.09.11

高立新

男 汉

1966 8与8

北京市巧淀区永定路56号 七，
4楼2单元10号 、 )

' j

公 110108196608086375
/



附件1

敬

本人，系【中国五矿讀团遣暇的代表人，兹委托【钱 

松】（身份证号：110108197瓜却607X ) 本人出席中央企业贫
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

代表公司行使表决权。表决意營、，

序号
1 A

代理表决事项
代理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窠》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章程修正窠>

的议案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窠》

V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窠》

V



注：同意该项议窠，则在该项议窠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案，则 

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V;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 

划V。

委托人（签字）:

附：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日期： 2019年8月【】



Ig困授权以,?)斬鸿I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授权委托书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1^下简称"本公司"），系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设立并存续的公司，其注册地址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化京市海淀区兰里河路15号。根据本么司做出 

的决定并依据本文件，谨郑重授权 田威 (其签字真迹 

如下所示）为本么司正式合法的代理人，该代理人有权代表 

水公司絶署《中央企业發困她区产业投资某合股份有限公司 
增资扩股协巧》的相关事宵。

本授权书经加盖本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名公章后生 

效。代理人转委托他人无效。

本授权书有效期限自签发之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

二0— 九年十月五十一日



式、

mm M第詞

授权委托书

本人官庆，系中国建筑集团有限么司的法定代表人，兹委托田威 

(身份证号； 220104197309150319)代表本人出席中央企业贫困地区 

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公 

司行使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代埋表决事项
代理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案》

V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窠〉

的议案

V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案》

V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案》

V



化
l 窠^ )應出某I

注：同意该项议窠，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案，则 

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V;对该项议窠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 

划V。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本人，系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兹委托王 

娟（身份证号： 511026197204300248)代表本人出席中央企业贫困地 

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 

公司行使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代理表决事项
代理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案》

V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案

V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案》

V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案》

V



注：同意该项议窠，则在该项议窠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案，则 

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V;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 

划v。

委托人（签字):

附：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日期： 2019年8月26日



妓

姓名

住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口外大 
-街甲143号忡国储备粮管 
理公司） -

公居身份号妈



»件1
授权巧托书

本人，系發育巧今3]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本么

司，【】么司，兹委托【】（A份证 
号；/;。/。的7叫>1巧>})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巧中央企业贫困地区 

产业投资基金版份有限公司2019年巧一次梅时股东乂会，并代表公 
司行使表决权。表决惠见如下：

序等 巧驅表决事巧
代理权限

丙意 反诗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卢业投

资基金巧份有限公司堆加注册资本的

议窠》

v/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化份有限么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案
v/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窗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事

会成员的议案》

7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y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案》

注：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案，则 
在该项议案反对栓内划V;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 
划V。

巧巧人 

《托人:

It:受托人A仿证复印件

日巧： 2019年8月【对】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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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委托书

本人，系【中国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兹委托【张 

音】（护照号：K06875955 )代表本人出席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么司行使 

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代理表决事项
代理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案》

V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的

议案

V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案》

V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窠》

V



注：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窠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案，则 

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V;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窠弃权栏内 

划V。

委托人（签字）：

附：受托人护证复印件

日期： 2019年8月【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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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本人，系【】么司的法定代表人/本公司，【】公司，兹委托【】 

(身份证号；）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 

股份有限么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公司行使表决权。
V

表决意见如下： V

序号 代理表决事项
同参 戾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案》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案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案》
J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案》

\j

4



够

注：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案，则 

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V;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 

划V。

附：受巧人身份证复印件

日期： 201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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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授权委托书

本公司，【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兹委捉【杜小冬】（身 

份证号：110105196101171539 )作为本么司的代表出席中央企业贫 

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

代表本么司行使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代理表决事项
代理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窠》
一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案
一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案》
V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窠》

一



注；同意该项议窠，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窠，则 

在该项议窠反对栏内划V;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 

划V。

附：受托人身份证义印件

日期： 2019年8月【】



授权委托书
本人，系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兹委托房吉 

达（身份证号： 21102219880727231X)代表本人出席中央企业贫困地 

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

本么司行使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代理表决事项
代理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
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窠》■ y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
股份有限么司章程修正案〉的议窠》

v/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董事会成员的议窠》

y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监事会成员的议窠》

y

注：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窠，则
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V;对该项议窠弃权，则在该项议窠弃权栏内 

划厶

委托人（签字）:

2019年8月30日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本人，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兹委托 
【為、)1弓聲" 】(身份证号；''。'。2听》如…7 )代表本人

出席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表么司行使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代垂表决事项
代理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案》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窠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窠》
Vx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案》



注：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案，则 

在该项议窠反对栏内划v;对该项议窠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 

划V。

委托人（签字):

附：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日期： 201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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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名刘永军

巧抑男 民巧巧

出生1982年3月8曰

巧W北京市巧淀区中关村913 
楼1 口202号

公民身倘号巧iioio"98?03083'W7

/|^ 中华人民共巧国
遺3^居民身份化

签发机关化京市公安局巧淀分局 

有巧巧旧 2015.07.19-2035.07.19



ilo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程其辉同志代表我公司参加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胞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我公 

司对议案发表意见并行使表决权。

本委托书有效期：自签发之日起，止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结宋。

2019年8月30曰



訓



峽删地区产WWI公司

央企扶贫基金(2019) 27号

关于召开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学股份嫌 

公司2019年第一次略时股东大会会议的通知

各位股东；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下简 

称公司）定于2019年8月30日在北京召开公司2019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会议时间及地点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L乂现场方式召开，具体时 

间及地点如下：

1. 会议时间： 2019年8月30日（星期五）15:45至16:45

2. 会议地点：新世纪日航饭店（北京市海淀区首都体育 

馆南路6号）王层世纪2厅

二、会议议题

1.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



ai3

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议案》；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 

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 

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成员的议窠》。

Hv出席/列席会议人员

1. 出席人员：公司全体股东，包括股东之法定代表人或 

其授权出席本次会议的委托代理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 

会议的，需在会议签到时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进行登记; 

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在会议签到时持 

本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附件1)进行登记；

2. 列席人员；公司全体董事、律师及相关人员。

四、 参会回执

收到通知后，请出席会议的各位股东代表于8月26日 

前将参会回执（附件2) 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反馈至联系 

人。

五、 签到

鉴于么司股东数量较多，为了提高签到工作效率，请各

2



位参会代表签到时根据公司股东名录（附件3)中列明的单 

位序号进行签到。

联系人：杜凯迪、邱喉■

电话： 010-63312662、63316592 

由P 箱；dukaidi@sdic.com.cn、qiumin@sdic.com.cn 

传真： 010-63316182

地址：化京市西城区广安口外南滨河路1号高新大厦 

10层園投创益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邮编：100055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公司

mailto:qiumin@sdic.com.cn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本人，系 t柄獻分吁i4娜和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本公 

司，【】公司，兹委托【 化部I 】（身份证

号:似巧)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中央企业贫困地区 

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公 

司行使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代望表决事项
代莲权限

罔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案》

\/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案

V/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案》

J



之、fe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案》

注：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案，则 

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V;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 

划V。

委托人（签字): 而縣寺戎

委托人：【】公司（盖章）

惭：受托人身份证复巧件

日期： 2019年8月【】

5



附件2

参会回执

股东名称 参会人员姓名 职务 手机号 邮箱 是否需要隹宿

拆献禾冰1禱凌 &叫 yj yya^zh',J(^&Cci；LIW 名
\ ' f 1



It件3

公司股东名录
序号 化东名称

1 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么司（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贵州航天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4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么司
5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6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么司
7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么司
8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9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0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1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12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13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
14 国家电网有限么司
15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么司
16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么司
17 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
18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
19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么司
20 中国长江兰峡集团有限公司
21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22 国家能源集团公益基金会
23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么司
24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7



25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么司
26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7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8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9 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
30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31 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32 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33 鞍钢集团有限公司
34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35 中国铅业集团有限么司
36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37 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38 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么司
39 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亩航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40 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
41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42 中国五矿集团有限么司
43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44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么司
45 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么司
46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么司
47 招商局集团有限么司
48 华润股份有限公司
49 中国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50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么司
51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52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8



53 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4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55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么司
56 机械科学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57 中国中钢集团有限公司
58 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59 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60 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61 中国盐业集团有限公司
62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63 中国有龟矿业集团有限么司
64 有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65 北京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66 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有限公司
67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68 中车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69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有限公司
70 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71 中国铁道建筑有限公司
72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73 中国普天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74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75 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么司
76 中国中丝集团有限公司

, 77 中国林业集团有限公司
78 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79 中国保利集团有限么司
80 中国建设科技有限公司

9



81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

82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

83 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

84 中国民航信息集团有限么司

85 中国航空油料集团有限公司

86 中国航空器材集团有限公司

87 中国电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88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89 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

90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么司

91 中国华录集团有限公司

92 上海诺基亚贝尔股份有限公司

93 武双邮电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94 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

95 南光（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天元华创投资有限公司）

96 中国西电集团有限公司

97 中国铁路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98 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99 中国巧车技术研究中々

100 中国邮政集团么司

101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102 中国轻工集团有限公司

103 中国工艺集团有限么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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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函防业搬IWI公司
央企扶贫基金(2019) 27号

关于召开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樣 

公司2019年第一次胳时股东大会会议的通知

各位股东；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a乂下简 

称公司）定于2019年8月30日在北京召开公司2019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会议时间及地点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现场方式召开，具体时 

间及地点如下：

1. 会议时间： 2019年8月30日（星期五）15:45至16:45

2. 会议地点：新世纪日航板店（北京市海淀区首都体育 

馆南路6号）王层世纪2厅

二、会议议题

1.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



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 

限么司章程修正案〉的议案》；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 

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 

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兰、出席/列席会议人员

1. 出席人员；公司全体股东，包括股东之法定代表人或 

其授权出席本次会议的委托代理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 

会议的，需在会议签到时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进行登记； 

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在会议签到时持 

本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附件1)进行登记；

2. 列席人员：公司全体董事、律师及相关人员。

四、 参会回执

收到通知后，请出席会议的各位股东代表于8月26曰 

前将参会回执（附件2) L乂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反馈至联系 

人。

五、 签到

鉴于公司股东数量较多，为了提高签到工作效率，请各



位参会代表签到时根据公司股东《录（附件3)中列明的单 

位序号进行签到。

联系人：杜凯迪、邱喉

电话； 010-63312662、63316592

由口 箱：dukaidi@sdic.com.cn、qmmin@sdic.com.cn

传真： 010-63316182

地化：北京市西城区广安口外南滨河路1号高新大厦 

10层園投创益产业基金管理有限么司

邮编：100055

3

mailto:qmmin@sdi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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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授权委托书
本人，系【寺固柳綱挪杉】么司的法定代表人/本公

司，【】公司，兹委托【】（身份证 

号：許净II做■嚷03记)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中央企业贫困地区 

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公 

司行使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代莲表决事项
代望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案》

V/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案

1/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案》

4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案》

注：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窠同意栏巧划V;反对该项议案，则 

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 

划V。

委托人（签字): 

委托人；【】公

惭；受托人身份征复印件

日期： 2019年8月 【jo】a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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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参会回执

股东名称 参会人员姓名 职务 手机号 邮箱 是否需要隹宿

* •戶…
*•

《 ,

6



It件3

公司股东笔录
序号 化东名称

1 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贵州航天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4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5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6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7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8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9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0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么司（中国航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1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么司

12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么司

13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

14 国家电网有限么司

15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16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

17 中国大唐集团有限么司

18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

19 国家电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 中国长江王峽集团有限么司

21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22 国家能源集团公益基金会

23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

24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7



25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26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7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么司

28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9 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

30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31 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32 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33 鞍钢集团有限公司

34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35 中国铅业集团有限公司

36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37 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38 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39 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南航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40 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

41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42 中国五矿集团有限么司

43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44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45 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46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7 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48 华润股份有限公司

49 中国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50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51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52 中国国际王程咨询有限么司

8



53 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么司

54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55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56 机械科学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57 中国中钢集团有限公司

58 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59 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60 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61 中国盐业集团有限公司

62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63 中国有龟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64 有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65 北京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66 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有限么司

67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么司

68 中车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69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有限么司

70 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么司

71 中国铁道建筑有限么司

72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73 中国普天信息产业集团有限么司

74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么司

75 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么司

76 中国中丝集团有限公司

77 中国林业集团有限公司

78 中国医药集团有限么司

79 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

80 中国建设科技有限公司

9



81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

82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

83 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

84 中国民航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85 中国航空油料集团有限公司

86 中国航空器材集团有限公司

87 中国电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88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89 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

90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91 中国华录集团有限公司

92 上海诺基亚贝尔股份有限公司

93 武义邮电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94 华巧城集团有限公司

95 南光（集团）有限么司（中国天元华创投资有限么司）

96 中国西电集团有限公司

97 中国铁路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98 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么司

99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々

100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101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么司

102 中国轻王集团有限公司

103 中国工艺集团有限公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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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授权委巧书

本人，系【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兹 

委托【尹建宁】（身份证号； 2310831%909260033)代表本人出席中 

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并代表含司行使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代理表决事项
代理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案》

V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西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案

V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案》

V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窠》

V



注；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窠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案，则
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V;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
划V。

附：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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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名尹建宁

巧如男 我族汉

出生1989年9月26 B

此复印件用于於較 

茄聚__巧复&，

巧开科技集团有限公

*^1：巧市巧淀区学院南巧76 
号安亲公司

r号码

m

231083198909260033

中华人民共巧圈

居民身份证
;广—4^-.'.

.M;;飞-.
签发机关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

有巧期限2016.01.25-2036.01.25



授权委托书

本人，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兹委托

【 】^身份证号：心似If叩化)如代嘉太人

出席中央？ft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表公司行使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代埋表决事项
代理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案》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案 ^J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案》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案》
\/



茲》

注：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案，则 

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V;对该项议窠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 

划V。

附：受托人身份征义印件

日期： 2019年8月Up



拴名李创业
«對巧 侯*汉
巧逢1989巧12巧23曰

住化化巧市朝阳K劲化小集体 
西大空巧27皂

公民々份号码6201 22 1 9891 223261 X

中华人民共和閣

居民身份证

签发机关北京市公安局巧旧分盾I:
‘汾

有巧巧席 2015.11.27-2025.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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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件1
巧权委托书

本人，系' 【宁,苗(4，^七夺哗良公昂的法定代表人/本公 

司，【】公司，兹委巧【>是今巧^ 】（身份证

奇，1,010么文巧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巧中央企业贫困地区 

声投资基金极汾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公 

司行使表决权。表决意见如T;

巧号 代理表决事项
代逐权巧

罔袁 反对 弃权

1

审巧《关于中夹企业贫园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殷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杏的

议案》

n/

2

审议《关于 <中尖企业贫困地塞产业

揉资基金股餘有限公司牽程修正案>

的议案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化区产

业投资基金，吸份有限么司第二屈董事

会成员的议窠》.

4



4

审议《关于逸举中央企並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敗份有限么司第二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案》

注；罔意该项议窠，则在该项议案罔意栏巧瑚V;反对该项议案，则 

在该项议窠反对栏巧划V;对该项议案奔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桓巧 

划V。

委托人（鉴字): 

《托人：【；

附：《拒人A係证

日期； 201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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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江细民

巧削男 民餘巧

出斗1962卑. 11辉2円

巧W北京帘西城区新风巧里1 
巧50202夸

如熙身份哉蜗 11010219621 1023036

©
中離人民共和圃

居段身錄证



辭件1 -

授权委托书

本人，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本公 

司，【】公司，兹委托【 】（身份证

号；心0//^/^7<^/。>^>柯戈桌本人/本公司出席中央企业贫困地区 

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公 

司行使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巧理表决事项 代理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案》
V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案
V/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巧议案》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案》

Y/

注；罔意该项议窠，则在该项议窠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案，则 

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V;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 

划V。

委托人（签字戎 
委托人：【】公司（盖章^

It: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日期： 2019年8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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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齐整

巧别女 民巧汉

出生1974年10月21曰

住址北京市海淀区五棵松北8 
号8楼208号

)一-、 •

公民身份号巧2101 12197410210222

中华人民共和国

居民身份证
調 V - ,4翻-V

餐％刊.V.:."等吉i- '擎
金发化关-3!余市公安盾巧堯#局起户

.有效期限2015.02施鸣自泌.始.艇.i



©
授权委托书

本人，系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兹委托张华（身 

份证号：1311211%001110011)代表本人出席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公司行 

使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代望表决事项
代理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案》 J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的

议案 y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案》
y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屈监事

会成员的议窠》



注：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窠，则
在该项议窠反对栏内划V;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
划V。

委托人（签字)：C

附：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日期： 201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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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委拒书

本么司，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么司，兹委托王怡然（身 

份证号：11010519851110184X)代表本么司出席中央企业贫 

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并代表么司形式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代理表决事项
代理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

资本的议窠》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章程修

正案 >的议窠》

V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

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

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V



巧0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

4 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

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注：罔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案，则 

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V;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 

划厶

委耗人：中国

附：受推人身份证复印件

日期： 2019年 月日



瑚

» ^王怡然

性满女民 '渡'汉
嗦碱淺滋整—
巧生1985違.11写-10買

住灶北是蒂朝阳区双花园西里 
甲1号楼4 n 202号

星 W * 1!:I
公民身份粤稱 1101 051 9851 11 01 84X

，半、心:古;舌甘-;'-P中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本人，系【4叫#起^唤単取i勺】么司的法定代表人/本公 

司，【1么司，兹委托【】（身份证 

号：I的241喻•哀9巧过个)代表本人/本么司出巧中央企业贫困地区 

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公 

司行使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巧理表决事项
巧塞权恨

罔寒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法册资本的

议窠》

2

审议《关于 <中央企业贫困化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章程修正窠）

的议案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案》



巧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4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案》

法；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窠，则 

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义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巧 

划V。

仿巧复印件

或

日期： 2019年8月【】

5



附件1

i权委托书

本人， :非 t冶帮^集团有限公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兹
委耗1【顾(身份证~^^^^20102196702273334 )代表本人出席中
央企业贫困地I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并代表公司行使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代理表决事项
代理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案》
V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的

议案
V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窠》
V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案》
V



注：同意该项议窠，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窠，则 

在该项议窠反对栏内划V;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 

划V。

•’ : J

委托人（签字)：

附：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日期； 2019年8月【23】



巧()

中圃建筑科学妍究院有限公司

本人，系【中国建筑科学研究誠限满1鑛^代表人，兹委巧 

鴻微】（身份证号： 650103lM：40927006i"'_//化弟太人山席中 

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某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欢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表公司行使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

号
代理表决事项

代理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

案》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议案》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成

员的议案》

v/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成员

的议案》

\1.



注：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巧划V;反对该项议案，则

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巧划V;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巧 

划V。

委巧人（签字)：

受巧人（签字)：

曰期： 2019年8月30曰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本么司，中车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兹委托【黎萍】（身份证号： 
6522011W508114529)代表本公司出席中央企业贫西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么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公司行使表决 
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代理表决事项
代理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案》

V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窠>

的议案

V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案》

V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窠》

V



巧 1

注：同意该项议窠，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a/;反对该项议案，则 

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V;对该项议窠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 

划V。

日期： 2019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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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授权委拒书

本人，系【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兹 
委托【孔宁】（身份证号： 340122196410230052)代表本人出席中央 
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代表公司行使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代理表决♦项
V

代埋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窠》

V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案

V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案》

V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窠》

V



M>x

注；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窠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案，则 

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V;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 

划V。

日期； 2019年8月【29】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本人，系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兹委托李

倩（身份证号：110108198402244269 )代表本人出席中央企业贫

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代表公司行使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

序号 代理襄疾事项\ \
\ 代埋权限 
/
同意 反对 弃权

«

1

夫备与著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S 作名 ，-'二二.：-

游》 'V
X. y

V

2

V、 ■>护-,'-

审议Ilf宇〈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章程修正窠〉

的议案

V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案》

V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案》

V



注；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窠同意栏内划>/;反对该项议案，则 

在该项议窠反对栏内划V;对该项议窠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 

划V。



7, 3&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本公司，【中国铁道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兹委托【孙晨】 
(身份证号：130902198809210318)代表本公司出席中央企业贫困 
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 
表本公司行使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代垂表决事项
代理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窠》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案

v/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案》

v/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窠》

J



u

注：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案，则 

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V;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窠弃权栏内 

划V。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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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授权委托书

本人，系【啤巧為責媒遺片吁保•】公司的法气本公 

司，【】公司，兹委托【 卷礙. 】（身份证

号：U0/oJr/UMiJri)代表本人/本么司出席中央企业贫困地区 

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公 

司行使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代理表决事项
代望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案》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窠〉

的议案.
\/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i义鳥》

V/

4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案》

注：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案，则 

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a/;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 

划V。

委托人（签字): 

委托人：【】么

辭：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日期： 2019年8月吟0.】



崔媛

却.女 * I'汉

1981 2 r： 13 B

北京市东城区东两北小街 
24号楼7层1单元702号

戍vV冰
t 於、民身•号码120105198102135143

中华人民共和國

居民身份证

签发机关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 

有巧期限 2019.02.19-2039.02.19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本人，系質杂衣碱養禾A榮既1%司的法定代表人，兹委巧 

【斯觀】（身份证号：化>副柳抑動)代表本人
出席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表公司行使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代理表决事项
代蓮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窠》
V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案
\/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窠》
\/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案》



來

注：同意该项议窠，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案，则 

在该项议案反对拦内划V;对该项议窠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 

划V。

日期： 2019年8月【】



巧名张鹤朋
性别男 民巧巧

出生t斯巧.年3月4曰

住址北京市朝阳区南湖西园 
501号楼2303号

公民身份号码 132323197803040414

1»

中华人民共和極\

居民身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本人，系【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兹委
托【吕明达]I (身份证号:130203198505041816 )代表本人出席中
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并代表公司行使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巧号 代理表决事项

代理较巧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会簿册资本的

.1- !,

议案》 •

V-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案

V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案》

V



逃

注：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拦内划V ;反对该项议案，则 

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V: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 

划V。

附：受托人身巧证复印件

日期： 2019年8月



Sib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本人，系【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兹委托

【肖逵】（身份证号： 422103197907250478 )代表本人出席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代表么司行使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代望表决事项
代理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窠》

V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的

议案

V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案》

V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案》

V



刮

注：同意该项议窠，则在该项议窠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案，则 

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V;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窠弃权栏内 

划V。

附：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日期； 2019年8月27日



巧

肖逵

男 游-謗双

1979 ^ 7户25 

北京市西城区民丰胡间31
葛 1*禪i讀1

化巧寻缉席年與企西切2•色%业•独名垒全:辭々、巧

422103197907250478

<^19夺攀r戊I你耐瞧泉乂会，

中华人民共和圃

居民身份证

签发机关化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 

有巧期限 2015.06.06-2035.06.06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本人，系【中国中丝集团有限公司】么司的法定代表人，兹委托

【蒲钢】（身份证号： 430203197305226011)代表本人出席中央

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代表公司行使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代理表决夺项
代遷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窠》

V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案

V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案》

V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案》

V
■



注：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窠，则
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V;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窠弃权栏内
划V。

委托人（签字）;

附：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巧名蒲钢

性别男 民巧汉

虫生1973年已月22日

住化长;'少市天心区中患一路 
1156号2按204房

人共和叫

民身份证

签发机关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

公民身树号巧 43020319730522601 1 有效期限2012.12.11-2032.12.11

日期： 2019年8月19日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本人，系【中齡昧姜赛陆如良々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兹委托

【 】（身份证号：I约。)所换)代表本人

出席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表么司行使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代理表决事项
代望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案》

/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案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案》

n/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案》



恥

注：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V;反对巧项议窠，则 
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V;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 
划V。

委托人（签字):

附：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日期： 2019年8月【,!；】



.往址北宗巧朝顶匹麦子庙街37

簿;
公民身粉号码 1521旺芝1 994062 5 0020 }"

'^化巧气.鄉零豪贊



附件1

本人，系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兹委托徐超（身 
份证号； 372925198209260048 )代表本人出席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公司 
行使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授权委托书

序号 代理表决事项
代理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案》

x/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窠

y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案》

/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案》

y



碱

注；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案，则
在该项议窠反对栏内划V;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 

划V。

委托人

附：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日期： 2019年8月26日





授巧委巧书

委托人： 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被委托人：姓名:邓金栋

身份证号码： 330106196412060016 

委托事项及娜艮范围：

兹委托祁金栋先生代表委巧人，全校负责下述法較件的签補 

宜，特此授权。

文纖距 

文件名称：

《中央企业食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贼办议》

有效期限：

自2019年10月22日至2019年11月迅曰 

双方认迪：

委巧人（公章）：中 

法定代表人偉字）

被委托人儀字）：

签章日期: 2019年10月22日



M

本公司，【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兹委托【徐颖】（身份证号：
220502197307111227)代表本公司出席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
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般东^备采'|||、巧表本公司行使表 

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 ,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序号 代理表决事项j ft )’ ，，

代理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的议案》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案》
V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窠》
y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案》

\/



注：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案，则
在该项议窠反对栏内划V;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窠弃权栏内
划V。

日期： 2019年8月29日



.击A，系【A 】么司的法定代表人/本公司t'%"气奇轉喀!托【龄風乐 】（身份证

号，。成乏ipl如化U )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中央企业贫困地区 

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公 

司行使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序号 代惡表决事项 巧理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案》

y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案
y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窠》

4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窠》

注：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案，则 
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V;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 
划V。

日期： 2019年8月LZ2J巧

5



张国东
男 K廣回 

1977卑5月16 3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1.9号(中国建筑技术研究 
院）

码改玲則,； 2323031977051 6751 6

幽中华人民共和圃

僧fy居民身條证

签发化关北蒂市公安局西城分局‘.

有巧期跟 2008.01.15-2028.01.15



狐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本人系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兹委托陈华超

(身份证号：132622197708120010)代表本人出席中央企业贫困地区 
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么 
司行使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代理表决事项
代理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案》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窠〉

的议案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案》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案》



注：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案，则 

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V;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 

划V。 .

委托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附件1
授权委拒书

本人，系【午為如从和糸切】么司的法定代表人/本公

司，【】公司，兹委托【今《和W 】（身份证

号：祐防/，物,73^^》)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中央企业贫困地区 

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么 

司行使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代望表决事项
代望权限

同素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案》 V/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章程修正窠〉

的议案
1/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案》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4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
1/

会成貝的议案》

注：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案，则 
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V;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 
划V。

委托人（签 

委托人：【

附：受托人身份证义印件

日期： 2019年8月【】



姓名邓得记
性别男 民族汉

出生1970年7月28曰

住化广州市白云区嘉兴街9号 
401房

公民身份号码 441824197007282418

»
中华人民共和國

居民身份®
I麻h間

' 基

签发机关广州市公安渴台去‘分局 

有效期限2005.04.15-2025.04.1己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本人，系【新兴际华集团有限么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兹委托

【马宇】（身份证号： 610113197704070115 )代表本人出席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代表公司行使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代埋表决事项
代理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案》

V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窠》

V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窠》

V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案》

V



注：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案，则 
在该项议窠反对栏内划V;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 
划V。

委托人（签字）:
於爭蛛^

附：受巧人身份证复印件

日期： 2019年8月【30】



如c

么―

马宇
巧 K纔巧 

''足1977 4: 4阔7 S

北巧巧巧淀K民族大学南 
巧11号北罕*33号

0%f識耸f年. mgm-

-……'-厮、■WiPP^ al

祈.

■4 r户 "■、責-冻 *解
艦弊驚識婦鷄 6101131977留矣0701IS，,

• !V城啤命 ^
'詞

中个人民共和阴

居投身份证
•巧

需爱A巧推巧市化巧馬海j|汾馬

有讀麵麵洗08典巧-撕汾.00.巧
■ . ..... ■_—■■■



授权委托书

本人，系【中国民航信息集团有限公司】么司的法定代表人，兹

委托【于辉】（身份证号：110108197602263611)代表本人出席中央

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代表公司行使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代理表决事项
代理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案》

V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案

V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案》

V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窠》

V



注：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窠，则 
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V;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 
划V。

委托人（签字):

附：受托人身仿证复印件



地3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本人，系【中国航空油料集团有限公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兹

委托【李文军】（身份证号： 511102196907230450 )代表本人出席中

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并代表公司行使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代理表决事项
代理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案》 v/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的

议案》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案》
\/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案》

V



注；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窠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案，则 
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对该项议窠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 
划V。

委托人（签字）:;;

附；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日期： 2019年8月21日



巧名李文军

性巧男 R巧汉

化爹1969巧7月23目

住化北京市朝巧区机场北巧14 
号 感

公民 * 份号巧 51 1102196907230450

中华人投共和固

居段身份证

签发机关北巧市公安巧巧阳分局 

有效期阳 2013.10.15-2033.10.15

«



泼

专项授权委托书

中国航油专项授权(2019) %号

授权人姓名：周强 性别：男
工作单位：中国航空油料集团有限公司 
职务：董事长 
宙话： 010-59890198

年龄： 58岁

被授权人姓名：李文军 性别：男 年龄： 50岁
工作单位：中国航空油稱集团有限公司觉委宣传部（企业文化部)
巧务：总经理 身份班号巧： 511102196907230450
电话：13811796529

授权肉豁根据《中国航空油掛集团公司法人授权管理办法》的规定，特 
授极李文军为我公司的合法代理人，负责签署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增资扩股协议。

有效期限：二Q—九年十二月十八日起幸二0—化年十二月与十日止

授巧人单位有关情况：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区A区天柱路28号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證区马甸路2号 
邮政编码：100088 
联系电话： 010-59890000

二0—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本人，系中国航空器材集团有限么司的法定代表人，兹委托魏永

琳(身份证号；如妨11430^ )代表本人出席中央企业贫困地

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

公司行使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代理表决事项
代理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案》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案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案》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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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委巧书

本人，系【中国电为建设集团有限么司】的法定代表人，兹委托

【董锋】（身份证号： 620102196210155010)代表本人出席中央企业

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代表公司行使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代理表决事项
代理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窠》

V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案

V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案》

V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案》

V



m

注；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案，则 

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V;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 

划V。

委巧人（签字):

附：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日期： 2019年8月【26】日



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公民身化夸稱620102196210155010
知;:品奴方方镜妃繳解请，和-

短;處董锋

悚嫩男 巧嫉汉 

出生1.辦2:振10月巧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

居民身份证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本人，《中围能源建i安集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煮人，兹委托崖蠢

(身份证号： 642103197808055117)代表本人出席中央企业贫困地区 
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么 
司行使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代望表挟事项
代里权限

同意 反对 弃化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案》

V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案

V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窠》

V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化事
会成员的议案》

V



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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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注：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窠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案，则 

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V;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窠弃权糕内 

划V。

委托人（签字):

附：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授权委托书

本人，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兹委托 
【泰:省^曼" 】（身份证号：11口/口？T7 口年义占。PV})代表本人
出席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表么司行使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代望表决事项
代埋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窠》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窠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案》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案》



lA

注；罔意该项议窠，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案，则 

在该项议窠反对栏内划V;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窠弃权栏内 

划V。

委托人（签字):

附：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日期： 2019年8月【巧】



巧名赵丹宇
性訓女 民嫉巧 

出连1977無4月—2尽曰

公民身份号码 110103197 704 2色0;灯2 2

中华人民興帮團
居民身槪证

有接期礙2005.06-17-2025*06.17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中8

2019-02

股东代表授权委巧书
委巧人：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受巧人：李峰 身份证： 310230197612303998

委巧代理事项

委巧人持有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1.95%的股权，为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现委巧李峰先生作为本股东代表，出席中央企业贫困地区 

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授 

权其按L乂下决策意见行使股东权利，发表股东意见并代为行使表 

决权。

决策事项 同意 不同意

关于审批央企扶贫基金推荐董事和监 a/



决策事项 同意 不同意

事的议案

关于审批央企扶贫基金增加注册资本

金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委巧书仅限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 

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有效。

股东盖華:
//

X
中鞋广'核棠团有藥為司亥譚屆 K.、

/

受巧人（签字)：李峰

— 2 —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本人，系中国华录集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兹委托李贝特（身 
份证号：130104199112301811)代表本人出席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公司行 
使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代理表决事项
代理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窠》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案
J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案》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窠》



化主1

注；同意该项议窠，则在该项议窠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案，则 
在该项议窠反对栏内划V;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窠弃权栏内 
划V。

日期： 2019年8月日



蚊

錄礙李巧特

皱避I男-鹤雜汉

出建1991 12 M 30 a

统鶴北京市西城段金融太街甲 

3号中国邮政集插公司

公鶴觀撥聲稱’ 13.0-104.1991-123扫1811

中华人民共和圃
居叔身份®

签发机荣W北京市公安屆西减巧肩黎' 

脊级賴2016,11.21-2026.11.21



附件1

授贼托书

本人，系【上海诺基亚贝尔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巧委 

托【周新春】（身份证号： 659001197707050624)代表本人出席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表公司行使表决紋表决意见如下：

巧号 代理表細巧

代理巧限

同意 反对 弃巧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1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案》 .1

审议《关于冲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V
2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的

议案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案》

n/



.刪

注：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案，则 

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V;对该项议案弃校，则在该巧议案弃权栏内

日期： 2019年8月【23】日



巧占周新春 
巧规女 K »巧 

出生1977年7月己曰 

々巧北京市东城区中华路4号

公民 AW 号码659001197707050624

中华人民共巧国

居民身份证

签发机关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周 

有巧期历 2004 08.30-2024,08,30



注：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窠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案，则 
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V;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 
划V。

附：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日期： 2019年8月22日



附件1

投权委托书
本人，系【杂4油了vi如巧扔iifi卢种公補法定代表人，

兹委托【尽刪也 】（身份证号；^。>;,巧、'"戾々/寒//)代去

本人出席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公司行使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代理表决事项
代望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案》

\/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章程修正案〉的

议案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窠》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窠》

J



4巧

注：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窠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案，则 

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V;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 

划V。

附；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日期： 2019年8月【】日



授权委托书

本人，系【竿啼喊練疏联】么司的法定代表人，兹委巧

【^ 】（身份证号：刺97mW5o巧)代表本人
出席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2019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表公司行使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代望表决事项
代巧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窠》
V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案
V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窠》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蓝事

会成员的议案》
V



注：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窠，则 
在该项议窠反对栏内划V;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拦内 
划V。

委托人（签字):

附：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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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時'2~

授权委托书

本人，系【啼S1巧赵亦爾兩悼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本公 

司，【】公司，兹委托【】（身份证 

号•.(}1。10的bi诚)代表本人/本么司出席中央企业贫困地区 

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公 

司行使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代望表决事项
代理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案》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窠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窠》

\y

4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窠》

注：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案，则 
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V';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 
划 V。 ■ -

瓜
1

日期： 2019年8月【】

5



授权委托书

本么司，【中国铁路物资集团有限】公司，兹委托【唐占海】（身 
份证号： 622926197902072014 ).作为本公司的代表，出席中央企 
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代表公司行使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代理表决事项
代理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案》

V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案
V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窠》

V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案》
V



注：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窠同意拦内划V;反对该项议窠，则 

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 

划V。

附：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日期： 2019年8月26日





投权委托书

本人，系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么司的法定代表人，兹委托李铁 
南（身份证号： 210113197002101760)代表本人出席中央企业贫困地 
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 
公司行使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代理表决事项
代理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案》

V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案

V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案》

V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案》

V



化>8

注：同意该项议窠，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案，则 

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 

划V。

委托人（签字):

附：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日期： 2019年8月27日



较名率铁南
语驢女 熙隸巧

出生1970年2月10

巧社’北京市东城段东閥‘拽大衞 
46号

公民身汾号码 2101 1 31 97002101 760

|||呼人賠巧和閒

Mi权身份证

签发机关化京市公安嚴东城分局 

有效期賜 2004.06.28-2024.06.28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本人，系【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八、有限公司】么司的法定代表人 
/本公司，【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八、有限公司】，兹委托【霍媛】（身份 
证号：12011019950。60027 )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中央企业贫困 
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 
表公司行使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代理表决事项
代理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窠》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西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章程修正窠>

的议案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案》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案》



注：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案，则 

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V;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 

划V。

(盖章)

附：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日期： 2019年8月20日



-,•崔媛

:;s'.女 -巧

ti 4‘ 巧95中1片泌fi

:1 天津市京丽区化费I庄街薄 
巧路嫂欣觉18增楼3 口胡1 
是

执号辑 1201 1 01 99501260027

im叩I和人化巧不晴
W U1身份加

签没巧关夫津市公安周巧廚分局 

宵效期叛满18.的.12-2028方9.12



授权委托书

本公司，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兹委托曾立平（身份证号； 
；3625241 %609210015 )代麦太公司山應中央企化徐闲加区卢皆拇洛
基金股份有限么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么司行使表 
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代埋表决事项
代理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窠》
V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案》
y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窠》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窠》



注：同意该项议窠，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案，则

附：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日期： 2019年8月巧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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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身巧堪；: 36252419860921001 5

中华人民共和聞
胃屑民身份疵

签发机关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 

有效期限 2016.09.06-2036.09.06



w：

合同授权委巧书
代理人姓名 董志宏 性别 男 职务 集团公司战略规划部总经 

理

代理事项及 
权限

与中国核王y 
责任公司等1 
公司增资扩股

Ik集团有限公司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贵州航天工业有限 
07家单位签订《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 
:协议》 、

合同编号 集团总部合同口019]第508号 合同标的额，祭拭f万充令
代理期限 自授权委巧书签发之曰起至合间签订之日止 "1 \

一 ’n、\l

叫髮功 ， )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签发时间： >0|"|年1明日， ^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本人，系【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兹委托【李 

形】（身份证号： 410703199108292012)代表本人出席中央企业贫困 
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 
表公司行使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代理表决事项
代番权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案》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的

议案

y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西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窠》

J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案》



注：同意该项议案，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案，则 
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V;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窠弃权栏内 
划V。

委托人（签字)：

附；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日期： 2019年8月19日





附件1

投权委把书
本人，系【 蜗裝玉编為麵】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本公

司，【】么司，兹委托【 it 】（身份证

号:府加的化。0007斗)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中央企业贫困地区 

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么 

司行使表决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代理表决事项
代理权限

kssi同惠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增加注册资本的

议案》

/

2

审议《关于〈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案

/

3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案》

V



哟

4

审议《关于选举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么司第二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案》

注：同意该项议窠，则在该项议案同意栏内划V;反对该项议窠，则 

在该项议案反对栏内划V;对该项议案弃权，则在该项议案弃权栏内 

划V。

巧托人（签宇)： 戏

委托人：【】公司（益章）

附；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
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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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5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编号；DEC20190142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

兹授权下列人员作为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公司住所：成都市高新 

西区西巧大道18号）的代理人；

姓名：何杨

职务：规划发展部副部长 

身份证号： 510702196511039336

代表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授权人签署签署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増资扩股协议》。

该代理人在上述权限范围内的行为所引起的法律后果，由中国东方电气集 

团有限公司负责承担。

1、 本授权委托书系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授权非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 

办理有关事项的证明，与代理人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证件同时使用。

2、 本授权委托书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人签字或盖章、代理人签字，并加

盖公章方有效，经办人将复印件返回法律事务部备案。

3、本授权委托书用圆珠笔、铅笔填写无效。



法人授权委巧证
419

字第 号
兹授权^巧同志，为我方签订经济合同及办理其 

它事务代理人，其权暇是：舍屯樓巧

______ 矣戒旅的&巧你]成舖圣放巧"與心
授权单位: (盖章)法定兵表寺或盖章)

有效期限：至 年月
附：代理人性别；
工作证号码：
营业执照号码：
主菅（产)：
兼营（产)：
进口物品经营许可证号码: 
.主营；
兼营：

职务;、女^ 

经济性质:

说明：1、委托书内容要填写清楚，涂改无效。

2、 委托书不得转让、买卖。

3、 将此委托书提交对方作为合同附件。
工商行政管理局化制



够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签到表

序号 股东名称
认购股份数量 

(万股）

法定代表人/委 

托代埋人签字

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么司 30997.0089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么司-航 

天投资控股有限么司
30000.0000

棘I 3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么司-贵 

州航天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30000.0000 3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000 4)1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 Jtc 予、

\y

V

6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么司 9970.0897

7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000

細 8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一南 

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0000.0000

\y / 9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000

10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一

中国航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000

1



序号 股东名称
认购股份数量 

(万股）

法定代表人/委 

拒代理人签字

'11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000

v/ 12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么司 50000.0000

V 13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000

14 国家电网有限么司 100000.0000

15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30000.0000

細 16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000

V

V

'17 中国大唐集西有限公司 30000.0000

18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 60000.0000

19
去

国家电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9910.2691

惦

‘'片、

20 中国长江兰峽集西有限公司 60000.0000 ■4予令資

21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国电集西公司
30000.0000

22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能源集西公益基金会
30000.0000

2





峨

序号 股东名称
认购股份数量

(万股）

法定代表人/委

托代理人签字

s
..巧

\36
\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000

\y 'n 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00 h

38 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000

39 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么司一中

国南航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5000.0000 1

\> /40 中国中化集团有限么司 10000.0000 重.

V Ml 中粮集团有限么司 10000.0000 )如扛

、 /42 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 9970.0897 辦私、
\

£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

责任么司
5000.0000

44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么司 49850.4486

Ay
/45 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00

46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00 心;

V /47 招商局集西有限公司 50000.0000





序号 股东名称
认贿股份数量

(万股）

法定代表人/委

托代理人签字

/ 60 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

/ 61 中国盐业有限么司 997.0089

/62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9970.0897

~~1—------

/63 中国有包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00
---------^-------------

/64 有巧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0

/65
_____

北京矿冶科技集团有限么司 200.0000

""isST
\、.4
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有限公司 500.0000

-------- --------------------

/67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么司 300.0000 《'仪

'68
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中车资

本控股有限公司
10000.0000

/69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00

/70 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0

|/71 中国铁道建筑集西有限公司 10000.0000风



ivfcl

序号 股东名称
认贿股份数量

(万股）

法定代表人/委

耗;代理人签字

V >72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0 叛
V /73 中国普天信息产业集团有限么司 300.0000

乂 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199.4017

V /75 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096.7098

Vy '76 中国中丝集团有限么司 100.00^

\y f 77 中国林业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

xy ’78 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1994.0179 浩皆
解!、

79 中国保利集团有限么司 30000.0000

80 中国建设科技有限公司 498.5044

81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 1000.0000 賴聲
\y / 82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 1000.0000 叩

/83 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 2991.0269 爲

7



4>

||!l
序号 股东名称

认购股份数量

(万股）

’

法定代表人/委

托代理人签字

/ 84 中国民航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997.0089 ；
/85 中国航空油料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00 %"f
^86 中国航空器材集团有限公司 398.8035

/87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2985.0448

1V7*、、
88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0970.0897 爷么

/89 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0 辯

90 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29910.2691

91 中国华录集西有限公司 100.0000 \

/92 上海诺基亚贝尔股份有限么司 99.7008
间

S)3
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西有限公司

-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500.0000 是碱达^

/94 华娇城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雙 y
\

95 '
南光（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南光

集西有限公司]-中国天元华创投资有
限公司

290.0000

8



处3

9

日期： 2019年8月30日


